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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行
動通訊技術發展迅速，由第一代的1G僅能支援行動通

訊，發展到可以傳送簡訊的2G，後來3G增加了行動上

網的功能，提升行動上網的速度之後，進展到目前的4G。但

行動通訊市場普遍認為2019年是5G元年，因為全球各大通

信廠商將陸續進行第五代通訊設備的測試，和商轉布局。5G 

和 4G 的最關鍵差異是速度和訊號延遲時間。5G速度比4G快

一百倍，訊號延遲時間只有4G的十分之一，因此5G可以用來

傳輸海量的資料，並且更快速的接收與發佈訊息。

人工智慧、智慧應用、及5G通信，將取代手機晶片成為

下世代驅動半導體成長應用，預期將在2030年之前為半導體

產業帶來超過1兆美元產值。未來五大新興應用趨勢，包括：

物聯網、大數據、智慧製造、智慧運輸、智慧醫療等，也說

明了高效能運算（AI/HPC）與5G對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性，

誰掌握了5G的規格和技術，誰就取得未來10年的科技霸主地

位，因此一場「5G科技霸主之爭」，早已悄悄展開。

自2018年以來，美國動作頻頻，先是封殺中國電信設備

廠中興通訊，又在2018年8月通過禁令，禁止聯邦機構採買中

興、華為所生產之電信設備。中美貿易戰雙方過招，表面上爭

奪的是關稅和貿易差額、市場准入等，實則是為了下一個世

代的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而爭。尤其是美國總統川普（特朗

普）主張「美國優先」，更容不得中國在5G技術上居於領導

地位，也因此動作頻頻。本期【封面故事】就以「5G科技霸

主之爭」為題，刊出相關的資訊給大家參考。

本期【特別報導】刊出「中美貿易戰延長休兵」和「台

灣癌醫中心陸續成立‧打造抗癌頂尖新模式」。【產業報導】

刊出「中國電商法上路‧交易全面納稅」、「臉書走過的15

年」、「全球50大最創新企業‧中企美團點評拔得頭籌」等

多篇文章。其他的【全球視野】、【世界萬象】、【華商短

波】、【神州大地】和【全球智慧】等專欄，也都有精彩的內

容，值得大家慢慢翻閱。

《華商世界》雜誌已經邁入第十一年，還望旅居世界各

地的華商朋友繼續給予鼓勵和支持，讓這本屬於華商自己的刊

物，能更努力地為大家提供資訊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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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Global View

廉價農產品流入會對國內農業造成考驗。除了政府的支援

措施外，農戶也需加強競爭力和開拓海外市場。

隨著CPTPP生效，日本包括工業品以及農產品在內，

全部品類的逾95％撤銷關稅。農產品中的大米、小麥、牛

豬肉、乳製品、砂糖（糖料作物）這5個敏感領域被排除

在外。日本之外的各國未來將對全部品類的超過99％撤銷

關稅。

成員國GDP可望增加1％
CPTPP生效後，各成員國之間的商品貿易障礙將被移

除，像是撤銷區域內農產品及工業品逾95％品類的關稅。

根據《QUARTZ》非營利組織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預

測，CPTPP生效後，將使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約

1％，其中又以越南和秘魯2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幅將最大。

零售、銀行、電子商務 大解禁
越南降低了對零售業的障礙，馬來西亞放鬆對銀行的

限制，這個最新的多邊貿易協定，不僅是商品關稅，也

消除了投資、服務和數據資料的限制，為零售業、銀行和

CPTPP生效
十一國五億人口經濟圈誕生
包括日本在內11國參加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在2018年12月30日生效，占全

球國內生產毛額（GDP）13％、擁有逾5億人口的新經濟圈由此誕生。此外，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
圈——日歐EPA也已於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

由
日本主導的11國《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於2018年12月30日生效，成為

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區域整合協定。占據全球國內生產毛

額（GDP）13％、總額逾10兆美元，擁有逾5億人口的經

濟板塊誕生，未來將撤銷區域內逾95％農產品及工業品關

稅。即使美國退出，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興起的此刻，

11國的大聯盟，仍將帶來許多改變。

CPTPP在六成員國完成國內核准程序的六十天後正式

生效，在CPTPP11個成員中，目前有日本、墨西哥、新加

坡、加拿大、紐西蘭及澳洲等6個國家已完成該國國內批

准程序，將自2018年12月30日起撤銷和調降工業品及農產

品的關稅，及啟動有關貿易及投資的共同規則。而剩餘5

國汶萊、智利、馬來西亞、秘魯及越南等，目前仍在進行

國內批准程序中。

逾95％農產品及工業品關稅將撤銷
在美國和中國互相指責對方貿易政策並加徵關稅，全

球保護主義聲勢擴大之際，CPTPP力爭建立能與之抗衡的

自由貿易區，未來將撤銷區域內農產品及工業品逾95％品

種的關稅。

除少數農產品可以不需要取消關稅外，工業產品幾

乎完全取消關稅。等最終完成執行，日本及越南市場自

由化約97％、智利及加拿大約98％，其餘國家達99％至

100％。

CPTPP的生效對於日本而言將推動汽車等工業品出

口，也有望實現食品價格下調。但以牛肉和豬肉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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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簡介

會員國
墨西哥、日本、新加坡、紐西蘭、加拿大、澳大
利亞、越南、馬來西亞、汶萊、智利及秘魯等11
個成員國

成員國GDP 達10.2兆美元，佔全球GDP之13.6％

人口 將近5億，佔全球7％

生效日期 2018年12月30日

降稅項目
除少數農產品可以不需要取消關稅外，工業產品
幾乎完全取消關稅

市場自由
日本及越南自由化約97％智利及加拿大約98％，
其餘國家達99％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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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簽證簽發也會更快，一些成員國將為陪同商務人士的

家人，提供快速簽證核發。

美國退出農產品競爭力降低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可能再次讓擁護他的美國農民吃

虧，如果美國沒有退出，對日本和新加坡等國的豬肉、

牛肉和小麥的出口量可望增加，現在其他成員國的產品可

能會更加便宜，美國農產品競爭力降低。原本美國如果加

入，可以增加約1300億美元，現在由於美國在CPTPP國家

的競爭力消失，反而倒損失20億美元。華

電子商務都帶來新機會。例如越南放寬金融業外國投資上

限，從15％提高到20％，擁有當地業務的外資銀行，可以

吸引更多中小企業到越南投資。

馬來西亞也放寬金融業務，來自CPTPP成員國的銀

行，可以在該國境內開設16家分行，是非成員國的兩倍之

多，並且可以在分行以外的地方安裝ATM，這是其他外國

銀行不能做到的。

CPTPP之下的新海關規則，將使得跨境貿易非常順

暢，過去農產品等商品，通關時間過長是很常見的問題，

現在成員國需要確保貨物抵達機場，48小時之內就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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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和歐盟簽訂的EPA日歐經濟合作協定已於2019年2

月1日生效，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圈就此誕生！自貿

區內人口達6.4億，占世界貿易額近四成，區域九成以上貨

品立刻零關稅。日本百貨公司已經開始調降歐洲品牌價格，

同時將增加商品種類。

日本取消94％品項關稅，歐盟取消99％品項關稅
日本方面將取消包括農產品在內，共94％的品項關稅，

歐盟則取消99％的品項關稅；日歐聯手要向全球宣示，大步

邁向自由貿易。雙方業者都摩拳擦掌，要利用這個機會，擴

大外銷，日本蕎麥麵、清酒製造商，都瞄準歐洲市場；歐洲

葡萄酒、義大利麵、起司等，也準備前進東瀛。

歐洲服飾原本4.4％到13.4％的關稅立刻廢除，EPA上路

後，日本方面取消農產品等94％的品項關稅，不過軟質起司

29.8％的關稅，則因顧慮日本農家，採逐年調降，15年後才

零關稅；義大利麵和巧克力是十年後，但葡萄酒和氣泡酒則

是立即零關稅。

日本有超市已經動起來，擴大葡萄酒和起司賣場，增加

法國和義大利產品，這幾年日本葡萄酒市場，智利等新興國

家貨暢銷，因為約十年前，日本、智利EPA生效，價格變得

親民；現在日本酒商Mercian、三得利、朝日、Sapporo，已

經決定歐洲產葡萄酒，最多降價20％。

從日本出口的日本酒、醬油、綠茶等，也一樣免關稅。

位於京都伏見的釀酒廠，出口新戰略就是要用香味來吸客，

因為歐洲品酒也講究香氣，特別開發兩款香味濃厚的清酒，

一款散發杉木的香味，另一款則是香氣華麗的大吟釀，瓶身

包裝也走歐洲時尚設計風格。

歐盟方面取消99％的貨品關稅，但汽車是七年後才零關

稅。不過EPA不只攸關關稅，其他包括投資、服務、政府採

購，許多法規也將更自由化，根據日本政府試算，擴大貿易

投資，將推升日本實質GDP約1％，增加29萬個工作機會，

雙邊經濟效果達5兆日圓。

日歐EPA將成防止貿易保護主義連鎖試金石
繼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日歐EPA也正

式上路，日本的貿易戰略將迎來新局面。日本經濟新聞（中

文版：日經中文網）指出，在展開貿易戰的美陸之外，占全

球GDP近4成的巨大貿易圈將啟動，將成為防止貿易保護主

義連鎖的試金石。

日本接下來的焦點可能轉向由東協與澳洲、中國、印

度、日本、紐西蘭和韓國組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日本的任務是讓印度透過RCEP整合至亞洲自

由貿易區。華

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圈—日歐自由貿易協定EPA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牛津經濟研究院及穆迪信評紛紛下修全球經濟成長率，並預
測恐將跌破2％。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發動貿易戰正是全球經濟今年降溫的原因之一。由於企業
面臨加徵關稅的不確定性、投資機器設備的意願降低，連帶波及各國經濟成長速度。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201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恐跌破2％

全
球經濟成長率恐在2019年跌破2％，是目前各國際

機構估測最悲觀的數據。

OECD砍全球GDP成長預估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基於歐元區和中國

等主要經濟體景氣持續低落、貿易大幅減緩、英脫前途

未卜，宣布調降全球經濟成長預估，今年從3.5％下修至

3.3％，明年從3.5％下調至3.4％。並警告貿易摩擦和英國

脫歐（Brexit）展望不明，可能打擊全球商務與企業，歐

洲尤其首當其衝。OECD首席經濟學家布恩表示，即使美

中達成貿易協議，也可能只是「有限的」協議，金融市場

或許會為之一振，全球經濟卻不可能因此大幅提升，因為

世界兩大經濟體未來的經濟關係仍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其中，美國今年經濟成長率從去年11月預估的2.7％下

修至2.6％。OECD指出，雖然美國政府推動減稅、消費者

支出增加，有助於減緩貿易大戰對於該國經濟帶來的負面

衝擊，但這樣的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而中國今年經濟增速則從6.3％下調至6.2％。中國成

長已受內需轉弱和美中貿易戰影響。

報告並指出，歐洲政策不確定性仍可觀，例如英脫

「若失序脫歐，歐洲經濟體付出的代價將顯著升高」。區

內最大經濟體德國今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預估成長

率也從原估1.6％砍到0.7％，反映這個倚賴出口的經濟體

備受全球需求減弱和貿易壁壘升高衝擊。英國今年成長率

預測從1.4％下修為0.8％。

 

牛津預估，全球GDP增長今年恐不保二
經濟擴張速度放緩已十分明確，牛津經濟研究

院近日指出，中國貿易數據削弱是全球增長的重大

威脅，美國和中國出現連續放緩，世界經濟增長

率可能會在2019年放緩至2.3％的低位，並可能降至2％以

下，即有可能「不保二」。

牛津經濟研究院全球總經研究團隊表示，儘管2018年

末製造業和貿易驅動的疲軟已經延續到今年，但2月以來

的國際新情勢和相關貿易數據，套用在牛津研究院內部的

預測模型，卻已看到最糟的可能狀況。

牛津經濟研究院全球總經研究團隊指出，中國貿易數

據衰退是全球增長的重大威脅，牽連到各個市場的正常運

作。一旦美國和中國經濟出現連續放緩，全球經濟增長率

可能會再下滑，估測2019年放緩至2.3％低位，並可能降至

2％以下。

 穆迪信評分析，G20經濟體年增率放緩
穆迪信評亦分析，G20經濟體年增率將在2019年放緩

至2.9％，2020年續降至2.8％。穆迪信評全球研究團隊剛

出爐的分析報告也指出，各國央行正同步採取更加謹慎的

態度，隨著經濟擴張步伐明確放緩，已開發國家和新興經

濟體都暫停或扭轉先前的緊縮貨幣政策，2019年金融市場

波動性和資產價格修正的可能性很高，特別是一旦主要經

濟體的經濟動能持續放緩，G20經濟體實質GDP年增率，

將下修至2.9％，2020年則是更低的2.8％。

穆迪提醒，包括歐元區，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增長已經

開始同步放緩。穆迪預計今年新興市場國家的增長總體將

大幅放緩，像中國GDP年增率僅6％，甚至低於牛津經濟

研究院的6.1％預估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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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PwC）聯合會計師事務所3月發布《全球資本市場2030趨勢報告》指出，55％國際企業
看好中國大陸2030年科創版成熟、將產生最多的IPO案，其次是印度，第三為美國。

資本市場2030趨勢報告
企業最看好中國IPO動能

由
資誠（PwC）與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之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共同合作編寫，並於3

月發布的《全球資本市場2030趨勢報告》（Capital Markets 

in 2030: The future of equity capital markets）指出，在2030

年，企業選擇至國外市場IPO時考慮的前四大交易所為：

紐約證交所（NYSE）（37％）、那斯達克（Nasdaq）

（26％）、倫敦證交所（LSE）（24％）和香港證交所

（HKSE）（24％）。

已開發和新興市場交易所，競爭將更激烈

在前次（2011年）的調查中，預測在2025年的前四大

國外交易所為上海證交所、紐約證交所、印度交易所和巴

西Bovespa。從這次調查顯示，雖然新興市場的重要性逐

漸上升，但其主導地位並不像以前那麼大，印度交易所

（22％）和上海證交所（21％）在本次排名分別落到第五

及第六名。今年前四大海外交易所都由已開發市場包辦，

顯示已開發市場的交易所較具有彈性，流動性和穩定性較

佳。其他具吸引力的交易所包括澳洲證券交易所（ASX）

（15％）和新加坡交易所（SGX）（15％），反映了東南

亞地區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2030年，中國將有最多的IPO案
從IPO管道來看，到2030年，中國（55％）預計將產

生最多的IPO案，其次是印度（45％）、美國（41％）、

巴西（21％）和 英國（18％）。中國和印度處於領先地

位，兩國皆採取許多措施來發展其資本市場，尤其是中國

近期的資本市場政策，例如科創版。在選擇上市地點時，

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仍然是流動性（49％），其

次是估值（valuations） （32％）及上市成本（29％）。隨

著全球透過數位化更緊密連結，股票市場的生態體系（包

括分析師報告）和投資人規模，則相對不那麼重要。

本報告預期，科技業將持續成為上市公司未來的重要

驅動力。具市場領先地位的金融中心越來越努力贏得科技

業和所謂的「新經濟」公司，尤其是美國和中國（包括香

港）交易所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

私募股權，最具吸引力的私人籌資管道

近年來企業可選擇的籌集資金的方式越來越多。約

76％的受訪者認為，不論在已開發市場還是新興市場，現

在有更多的公開和私人籌資管道可供選擇。對企業來說，

最具吸引力的私人籌資管道是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

（55％），接著是創投基金（47％）、私人財富（34％）

及群眾募資（33％）。梁華玲表示，私募股權近年來一

直對資本市場有很明顯的影響，它會讓IPO案件的件數更

少、金額更大、上市時間更晚，尤其是對科技業和「新經

濟」公司來說。越來越多的公司認為，私募市場是一個可

適當補足資金的來源，而不再被視為是公開發行市場的競

爭對手。梁華玲指出，對於企業來說，若要公開發行，企

業可以選擇可靠的交易所，若要私人融資，也可選擇許多

私募的方式，募集資金的選擇範圍將繼續擴大。

全球證交所股票市值排名紐約奪冠

這份報告是根據全球近400位企業高階主管的觀點，

探討全球資本市場變化的動態。報告指出，以2018年統

計，全球證交所股票市值排名以紐約（23.13兆美元）、

那斯達克（10.37兆美元）分居冠亞軍，日本交易所集團

（6.28兆美元）與上海證交所（5.02兆美元）則奪下第

三、第四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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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引述第一份全球性科學評估報告指出，地球上昆蟲數量正在急
速銳減，若依目前的減少速度，牠們極可能在一個世紀內就從地球消失，自然生態系統將出現災難

性瓦解。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昆蟲銳減．百年後恐滅絕

英
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這項分析發現，

超過 40％ 的昆蟲物種正在減少，三分之一瀕臨絕

跡。昆蟲的絕跡速率是哺乳類動物、鳥類和爬蟲類動物的 

8 倍，當中蝴蝶、飛蛾及蜜蜂的減幅最大。根據目前可知

的資料，昆蟲數目銳減令人震驚，警告若按每年2.5％跌幅

計算，昆蟲數目會在10年後減少1/4，100年後更會完全絕

種，又指一旦昆蟲絕種，以其為食糧的雀鳥和爬行類也會

受到波及。

第6次大滅絕開始
過往已有研究指出地球正處於史上第六次生態大滅

絕，但大多只集中於較容易研究的大型動物，針對昆蟲的

則較少，而昆蟲是最具多樣性且數量最多的動物，總體數

量是人類的 17 倍。研究人員表示，昆蟲對所有生態系的

正常運作「至關重要」，因為牠們是其他動物的食物、授

粉者以及營養成分的循環利用者。

這 份 報 告 由

澳 洲 雪 梨 大 學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ydney）學者桑契

斯-巴優（Francisco 

Sanchez-Bayo）和

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者威克希斯（Kris Wyckhuys）共同撰

寫，並刊登於《生物保育 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

他們綜合了歷來73篇有關昆蟲減少的最佳研究論文，以分

析全球昆蟲減少概況，當中大部分研究主要針對西歐和美

國，部分則涉及澳洲、中國、巴西或南非。研究人員指

出，昆蟲驟減最大禍首是密集農業，尤其是大量使用殺蟲

劑，都市化和氣候變遷也是關鍵因素。 

必須改變製造食物的方式

桑契斯-巴優表示，少了昆蟲，對於鳥類、爬蟲類、兩

棲動物和部分吃昆蟲的魚類影響甚鉅，牠們的食物被拿走

了，將會餓死。他的研究分析73份報告，發現蝴蝶和蛾受

創最深。

桑契斯-巴優說主因是農業集體化，田邊的樹木和灌

木都被砍掉，剩下被施以肥料和殺蟲劑的植物和裸地，使

得昆蟲數量大減，這種情況始於20世紀初，在1950年代和

1960年代加速進行，過去20年速度驚人，尤以類尼古丁和

芬普尼等殺蟲劑對昆蟲的殺傷力最大。他建議必須改變製

造食物的方式。有機可使昆蟲變多；偶爾才用殺蟲劑就不

會造成數十年來昆蟲劇減的情況。 華

蟲蟲危機Q&A

什麼是第6次
大滅絕？

地球在過去40億年，發生過5次因小行星撞
擊、冰河期或火山爆發等自然現象引起的大滅
絕，但現在正在發生的第6次大滅絕，是人類造
成的，從文明化以來，已有83％的野生哺乳類
消失，昆蟲受害更是加倍嚴重。

蟲蟲危機很
重要嗎？

昆蟲是地球上所有生態系統的基礎，少了昆
蟲，將造成食物鏈上更高階的動物跟著滅絕的
連鎖反應，生態系統毀了，地球也不會有乾淨
的空氣和水。

我們該怎麼
拯救昆蟲？

保護大自然，減少農藥對環境的影響，對抗氣
候變遷也很重要，少吃投入密集資源養殖的肉
類和乳製品，少搭飛機。

資料來源：英國《衛報》

▲

▲

超過 40％ 的昆蟲物種正在減少，三分
之一瀕臨絕跡。昆蟲的絕跡速率是哺乳類動

物、鳥類和爬蟲類動物的 8 倍，當中蝴蝶、
飛蛾及蜜蜂的減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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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最新報告指出，南亞為全球空氣品質最糟的地區，新德里更是全球空污情形最嚴重的國

家首都，且空污問題在2020年恐將造成全球2250億美元的損失。

空污最嚴重首都．新德里居首

受
到人類活動影響，地球環境惡化日益加劇，除了暖

化現象，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空氣與海洋污染。聯

合國根據綠色和平（Greenpeace）和位於瑞士的線上空氣

質量指數（AQI）監測機構Air Visual近日發布《2018年世

界空氣質量報告》（World air quality report）顯示，全球

空污最嚴重前30個城市中，印度入榜22個，第一名在靠近

首都新德里郊區的古爾岡（Gurugram）。古爾岡年平均

PM2.5濃度達到135.8微克/立方米，是世衛標準（10微克）

的13.5倍，也是全球空氣品質最糟城市。

空污最嚴重城市是印度古爾岡

前10大空污最嚴重城市，印度有7座，巴基斯坦有2座

城市，而中國則僅有和田市入圍。報告指出，雖然印度和

中國幾乎包辦前50大PM2.5最濃的空污城市，但中國的空

氣品質明顯比前一年提升。2018年的年平均PM2.5濃度比

前一年下滑12％，而北京則是掉出前百大空污城市之外。

空污最嚴重首都是馬德里

在全球61國首都中，新德里的空氣品質敬陪末座，其

次則是孟加拉首都達卡和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分析指出，

新德里有毒氣體主要來自於車輛、工業排放、建築工地塵

土、焚燒垃圾與農地作物殘渣所產生的煙霧。2018年，新

德里的PM2.5平均濃度為每立方公尺113.5微克，是北京的2

倍多，遠高於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每日平均25微克指標。

全球空污最嚴重的城市

1 印度古爾岡 6 印度諾伊達

2 印度加茲阿巴德 7 印度巴特納

3 巴基斯坦費索拉巴德 8 中國新疆和田

4 印度法里達巴德 9 印度勒克瑙

5 印度比瓦迪 10 巴基斯坦拉合爾

資料來源：綠色和平組織、Air Visual

南亞空氣品質全世界最糟

根據全球空污調查報告指出，監測2018年全球3000多

個城市空氣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64％城市超過世

界衛生組織（WHO）訂出的年接觸量標準。尤其南亞最

為嚴重，在全球20個空污最嚴重的城市中，有18個城市位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超過7百萬人早死，全球每年損失約2250億美元
聯合國表示，空污是世界上第4大導致過早死亡的主

要原因，全球日趨嚴重的空汙問題，已經不只關乎環境與

健康，而應該被視為人權問題，民眾生存權受到空汙侵

害，每年造成超過7百萬人早死，當中包括60萬五歲以下

的孩童。且全球經濟每年因勞動力損失而遭受大約2250億

美元的損失。報告也透露，全球暖化會讓空污加劇，並呼

籲各國逐步淘汰石化燃料，並誠實告知民眾空氣品質優

劣。聯合國環境特別報告者包伊德教授：「空污造成的死

亡數字，超越戰爭、謀殺、肺結核、愛滋病和瘧疾的總

和。」

中國城市平均污染物濃度下降了12％
此外，報告指出，中國有5個城市名列世界前30個空

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列。2017年至2018年間，中國城市

平均污染物濃度下降了12％。此外，首都北京在各方面對

環境治理的努力下，已不再是世界污染最嚴重的100個城

市，但仍有近9成城市的空氣品質未達世衛標準。新疆和

田是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在世界污染最嚴重城市中排

名第8。曾是中國污染最嚴重城市的保定，現在世界排名

33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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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浪潮
全球百家金融業不再投資煤炭
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IEEFA）的

最新報告指出，全球已有超過100家金融機構實施限制煤炭投資的政策，和煤炭保持距離。全球40大
銀行已有4成排除煤炭投資，不投資煤炭的重要保險業者至少20家，管理資產超過6兆美元。

依
據能源經濟與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的最新報

告「Over 100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Exiting 

Coal, With More to Come」，發現全球資本正快速地逃離煤

炭行業。自2013年以來，每月都有一筆管理資產超過100

億美元的全球各地重要銀行和保險公司，退出煤炭投資的

消息。

限制煤炭貸款的100多家金融機構包括40％的全球前

40家銀行，截至1月止，至少有20家全球重要的保險公司

擁有超過6兆美元的投資，佔該行業全球資產的20％。

平均每兩周就有一次撤資及限制煤炭投資等新公告

該報告發現，2018年以來，全球重要的金融機構共發

布34項撤資及限制煤炭投資等公告。平均來說，每兩周就

有一次新公告。

煤炭占全球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一半。氣候

論壇的48個會員國致力於在本世紀中葉實現100％可再生

能源生產，英國、法國、加拿大和紐西蘭承諾到2030年逐

步淘汰燃煤發電，而美國、澳洲、中國和波蘭則遲遲不願

同意減產煤。

世界銀行於2013年宣布第一個限制措施，2018年12

月，歐洲重建與開發銀行是第100個宣布限制的機構。

銀行保險限制投資或承保煤炭

2019年初以來，南非的萊利銀行（Nedbank）、英國

巴克萊銀行，加拿大出口發展局和芬蘭退休金保險公司

（Varma）紛紛加入行列，對煤炭退避三舍。保險業包括

安盛、安聯、瑞士再保險公司、慕尼黑再保險公司和奧地

利維也納保險公司等，已終止或限制承保煤炭計畫，表示

不再為新的煤電廠和煤礦投保。

IEEFA報告的作者、能源金融研究主任巴克利（Tim 

Buckley）表示，出自環境、聲譽和財務方面原因，動力煤

是有毒資產，全球越來越多投資者為因應氣候變遷，而宣

布新的政策或改善措施。

巴克利說，緊縮現有政策連同發布新的貸款限制模

式，正產生骨牌效應，導致煤炭業遭到逐步扼殺。對於任

何為煤炭行業提供資金的機構而言，將是一個明顯的財務

風險。

全球的煤炭融資限制越來越多

近幾個月，美國和歐洲的撤資浪潮已蔓延到亞洲。紐

約市的養老基金已承諾脫離化石燃料，但美國第三大養老

基金紐約州共同退休基金迄今未能採取行動。此外，日本

第一生命和三井住友信託銀行領導的亞洲金融機構，也正

在迅速與歐美同行保持一致。巴克利指出，「我們的報告

顯示，從紐約到南非，從巴西到日本，全球的煤炭融資限

制越來越多。雖然初步措施的有效性各不相同，但我們發

現，金融機構一旦開始實施，就會加大力道」。

投資者若持續忽略能源系統轉型的必要，將會發生

如2016年美國煤炭巨頭皮博迪能源（Peabody Energy）的

破產，以及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等資本嚴重破壞

的程度。在這十年間，昆士蘭州威金斯島煤炭出口碼頭

（Wiggins Island Coal Export Terminal ，WICET）持續陷入

財務困境，使四家澳大利亞煤礦公司破產，造成銀行和投

資者數十億美元成本的損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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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商環境是指影響企業活動的社會要素、經濟要素、

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全部內容，是一項涉及經濟

社會改革和對外開放眾多領域的系統工程。

世界最佳營商環境城市第一梯隊擁有綜合優勢

科爾尼（A.T. Kearney）管理諮詢公司發布的《全球

城市營商環境指數》（Global Cities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ex），首次從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角度綜合評價

全球45個國家的100座城市的營商環境要素，圍繞商業活

力、創新潛力、居民幸福感、行政治理四個維度共計23個

標準，提供了評估全球最具營商環境吸引力城市的獨特工

具，對100座城市進行營商環境綜合排名。結果由紐約奪

得第一，倫敦第二，東京位列第三，巴黎、舊金山、新加

坡、波士頓依序在後。

報告顯示，紐約、倫敦、東京、巴黎、舊金山、新加

坡等城市穩居世界最佳營商環境城市第一梯隊，這些城市

備受全球最優秀企業和人才的青睞，擁有商業活力、創新

潛力、居民幸福感和行政治理等各方面的綜合優勢，能夠

幫助企業和個人實現成功發展。

中國新一線城市也緊追一線城市

而中國上榜城市中僅香港排名最高位於第38名，隨後

依次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蘇州、成都、天

津、重慶、南京、無錫、大連、長沙、武漢、寧波、青

島、西安、鄭州等城市。

除了香港（38）、北京（41）、上海（48）、深圳

（58），其餘上榜的15座中國大陸城市的排名分佈於60名

以後。「北上深」這些超一線城市，在整體排名上依然具

有領先優勢，但新一線城市已經在步步緊逼。

在其餘上榜的15個中國大陸城市中，杭州（第62名）

領先廣州（第65名），蘇州也不甘落後，排在離廣州最近

的第66名。

雖然中國大陸各主要城市的經商環境表現，在全球來

看依然薄弱，但不少一線城市，甚至二三線城市，在部分

指標上正在縮短和超一線城市之間的差距。例如蘇州憑藉

蘇州工業園區等高科技產業園的推動，在專利數上的表現

日益突出。成都在環境綠地營造、教育體系發展、交通網

絡建設等方面投入頗多，成為入榜的大陸城市中，幸福指

數最高的城市。

相比之下，隨著超一線城市多年來人口增加與房價上

漲，宜居度正逐步下降，人才流失問題已經初見端倪。

此外，科爾尼認為，大多數人對城市經商環境的理解

仍過於狹義，僅局限於政務執行與效率提升。實際上，它

還包括法治環境、創新環境和人文環境等治理和改善。本

土中小型或創業公司關注融資環境，外資企業重視智慧財

產權保護，但很多城市的推出的措施，並沒有準確觸及並

解決企業的痛處。華

科爾尼最近公布《全球城市營商環境指數》（Global Cities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ex），在
45個國家地區的100個城市的經商環境進行排名，榜首由紐約奪得，倫敦第二，東京位列第三，巴
黎、舊金山、新加坡、波士頓則緊追在後。中國大陸有多座城市上榜，包括香港、北京與上海等。

全球經商環境評比．中國城市進榜上升

▼中國上榜城市中僅香港排名最高，位於第38名。



中國2月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訂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4大中心城市作
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加強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同時強調中國9個城市及兩個特區要融合互補。
目標於2035年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爐

粵
港澳大灣區，在地理意義上指環繞珠江三角洲地區

伶仃洋，包括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

東莞、中山、江門、惠州和肇慶九個城市，再加上香港、

澳門組成的城市群。其面積約五點六萬平方公里，人口逾

六千六百萬。

2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是廣東省

九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目標於

2035年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其中，香港將

在金融、航運、貿易扮演重要角色，澳門著重發展旅遊休

閒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共有11章，並提出的

大灣區發展時間表，即綜合實力在2022年前顯著增強，粵

港澳合作更深入廣泛，區域內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至

2035年，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區域內市場實現高水平互聯互通。涵蓋範圍，將推動金

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大力發展創新已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

都會。

粵港澳大灣區一旦建成，將會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

美國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都市圈之後，世界第四個大

灣區。

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

優化提升中心城市，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

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

的輻射作用。四大城市各有功能任務。

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

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

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

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打造國際大都會。

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大陸與葡語國家商貿

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

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廣州：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和綜合性門戶城市引領

作用，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培育

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著力建設國際大都市。

深圳：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

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

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GDP總量與韓持平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GDP規模，世界排名13與韓國

GDP相當，但落後紐約灣區1.6兆美元，以及東京灣區的

1.61兆美元，不過從人口高達6958萬，以及土地面積5萬

五千多平方公里，來看發展動能不容小覷，5年內將勝過

其他灣區達到2.1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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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範圍

中部城市區

粵港澳大灣區 打造中國超級城市群

湛江

茂名
陽江

雲浮

江門

肇慶

中山

澳門

香港珠海

深圳

東莞

廣州
惠州

清遠
河源

佛山
北部灣
經濟區

粵
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

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

市群。這是繼美國紐約、舊金山、日本東京之後的世界第四個大灣

區。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世上最大的港口區、機場群、城市群，可形成全

球最大的運輸和物流中心，發展航運、跨境基礎設施、彰顯以港澳

為主的金融及專業服務。

海峽西岸
經濟區

（繪圖╱陳忠民）



深圳GDP首超香港，粵港澳灣區第一
根據深圳最近公布數據顯示，去年深圳地區生產總值

（GDP）為2兆4221.98億（人民幣），年增7.6％，而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布去年香港GDP為2兆8453.17億

港幣，按照去年人民幣兌港幣1.1855匯率估算，去年深圳

GDP高出香港221億元，這是深圳首次超越香港，成為粵

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第一的城市。

「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未來將可能超越美國

紐約、舊金山和日本東京等大灣區的經濟規模，未來若能

整合各項建設計畫，讓區域內部城市的成長力道群聚發揮

規模經濟效益，則將可以配合「港澳」達到連結全球市場

功能。曾是中國大陸「山寨商品最大本營」的深圳，未來

將透過國家資源脫胎換骨升級轉型為「產業創新城市」典

範，引領區域產業從硬體轉型為軟體發展；同時，透過人

才磁吸匯集朝向包括智慧手機、無人機、機器人、基因定

序等「人工智慧（AI）」相關領域不斷前進。

「粵港澳大灣區」以深圳發展「產業創新城市」典範

之際，深圳已從中國矽谷，將轉型為亞洲矽谷。其推動灣

區產業升級轉型方向，讓全球各國，尤其亞太鄰近各國倍

感沉重的競爭壓力。中國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畫的

同時，已將其規劃為與全球重要灣區之競爭核心。

被稱為騰籠換鳥2.0版的珠江三角洲，其經濟規模在連

結「港澳」後將超過1.3兆美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畫競爭，加上連結已如火如荼進行之「一帶一路」建設計

畫夾擊之下，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其可能發展趨勢勢必不

容忽略。

粵港澳大灣區成功三關鍵

近期中國大陸力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根據星展集團

的研究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媲美美國加州矽谷，

可望使金融服務、科技、旅遊業以及物流行業受惠。

星展集團投資長辦公室發布報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

與美國加州矽谷具有共同的三大成功因素：（1）頂級學

術機構的強勁表現。（2）國家層面給予的發展指導，類

似中國製造2025年藍圖的計畫中明顯可見。（3）高效率

的香港資本市場。不過，粵港澳大灣區仍面臨發展上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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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如勞動及資本流動性的缺點及在中國融資都是從國家

層面，但在美國，資本多數來自創投基金。

星展集團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受惠的香港、澳門及深

圳各有其發展產業優勢。香港具有十分完備的金融系統及

法律框架，星展集團認為香港金融門戶中心的定位仍會繼

續存在。深圳則具有地理優勢、各類人才、科技領域研發

能力、供應鏈的產能以及基礎建設的聯接，使深圳成為中

國科技開發壯志的最前線。因此深圳將持續做為一些大型

公司設立總部的首選。

澳門擁有數個最知名的整合型度假區，即便暫時不具

全球性的吸引力，也會持續吸引周邊地區的旅客。在遊客

數回升的同時，整合型度假區在2010年至2018年期間持續

擴大其規模。星展也看好一體化的交通運輸網路建設將會

進一步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合作關係，使貨運流通和

海關通關變得更加順暢。華

高
雄市長韓國瑜3月下旬率團參訪香港、澳門、深圳、
廈門。此行定位在「經濟之旅」，主要是行銷高雄的

商品、農漁特展、觀光及投資環境，希

望讓更多觀光客到高雄，也能透過兩岸

基層交流，讓兩岸人民或城市間有更多

的相互理解。此行將可能幫助台灣走出

區域經濟邊緣化危機，也讓台灣趕上大

陸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崛起的浪頭。

誠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告訴韓國

瑜，香港1年遊客逾6500萬，除對外進
口的農漁產品需求很大，也是國際金融、創新科技中心。台

灣跟著高雄，自然不會在粵港澳大灣區缺席。

澳門特首崔世安則特別安排與韓國瑜會面。韓市長表

示，希望澳門跟高雄間將來商業跟貿易的往來可以更頻繁，

也希望澳門多多進口台灣的蔬果，並促進其他項目的互通往

來合作。

韓國瑜希望加強高雄與東南亞和大陸深圳、廈門等南

方城市的「南南合作」。韓國瑜表示，深圳夢工廠令人感佩

且重視年輕人的培養，深圳前海自貿區是特區中的特區，與

世界接軌，讓他思考高雄最近提倡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希望

在高雄市打造一個特區的觀念。最後一站廈門，則是建設兩

岸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東南國際航運中心、

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和兩岸貿易中心。兩岸經濟藉由高

雄重新對接，對兩岸都是極大利多。華

韓國瑜「經濟之旅」前進「粵港澳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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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霸主之爭
自2018年以來，美國動作頻頻，先是封殺中國電信設備廠中興通訊，又在

2018年8月通過禁令，禁止聯邦機構採買中興、華為所生產之電信設備。中美貿易

戰雙方過招，表面上爭奪的是關稅和貿易差額、市場准入等，實則為了下一個世

代的全球科技霸主地位。而5G正是下一代科技霸主爭奪戰中的關鍵戰場。誰掌握

5G的規格和技術，就取得未來10年的科技霸主地位。

若2018年是中美5G爭霸的首波對戰，那2019年將是中美5G爭霸進入全面白熱

化的關鍵時刻。因為過去還是實驗階段的5G技術和應用，將可望在2019年真正問

世。而愈接近5G的商用階段，也愈凸顯了中美兩大國在5G技術上互相競爭的壓

力。

5G



美
中貿易衝突，表面上是貿易差額的爭議與摩擦，實

質上，卻是一場高科技產業與經濟霸權的角力爭

鬥。這場世界兩強貿易衝突真正要爭的是科技業支配地

位。

人工智慧、智慧應用及5G通信，將取代手機晶片成為

下世代驅動半導體成長應用，預期將在2030年前為半導體

產業帶來超過1兆美元產值。未來五大新興應用，包括物

聯網、大數據、智慧製造、智慧運輸、智慧醫療等趨勢，

也說明了高效能運算（AI/HPC）與5G的未來重要性。

在中美兩國正在為「301調查」在各個場合你來我往

之際，中興通訊遭到的天價制裁，讓5G作為話題浮上水

面。之後，美國表面以貿易爭端上施壓中國，潛在的目標

劍指中國科技發展。

早期移動通信技術由美歐企業推動

早期移動通信技術主要由美歐企業推動。2000年代

末推出的4G技術由美國主導，3G標準則由歐洲控制。

美國在4G技術中的領先地位惠及蘋果（Apple）和高通

（Qualcomm）等公司，並在美國創造一大批消費者智慧

手機應用誕生。中國為了

不落人後，因此將5G技

術作為優先發展重點。

與過去不同的是，在

3G、4G時代，中國曾經

制定自己的本土技術標

準，但都未獲國際重視，

也造成了商用上的落後，

需要依賴他國的專利智慧

財產權。吸取教訓後，

中國此次企圖在一開始

就引領5G發展，採取國

際化策略，像是參與第

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大幅度與各國

業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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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G支持下，無論是無人駕駛汽車上路行駛，還是醫

生進行遠端複雜手術，都有可能變為現實。5G網路可以為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虛擬實境和增強現實中

的聯網設備提供依託。信號塔將把高速互聯網接入設備，

降低設備對線路和Wi-Fi的依賴。

雖然5G技術的經濟效益仍在研究之中，但此技術可預

見的潛在回報太巨大了。擁有5G專利的公司將獲得數十億

美元專利使用費。擁有最大和最可靠網路的國家將在研發

需要更快網速支援的技術方面領先一步。占主導地位的設

備供應商可以讓國家情報機構和軍方在監視或擾亂敵對國

家網路方面擁有優勢。

隨著有望再度改變互聯網使用方式的5G時代來臨，中

美之間正在上演一場主導權爭奪戰。

引領5G發展，各自出招
自2013年起，中國設立特別委員會開始與中國多家移

動運營商和設備生產商在測試和研發上展開合作。在國家

牽頭和龐大內需市場護航下，華為、中興等中國公司得以

銷售大量5G設備，並在這個過程中積累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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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政府通常避免向私人部門發號施令，研發活

動基本上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Verizon、三星

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和諾基亞（Nokia）等主導。

Verizon已開始在11個市場試驗5G技術、諾基亞在2007年就

開始了5G相關研究。

伴隨著5G競爭的是各國的監管舉措，目標是在確

保各自的優勢。特朗普政府2018年3月，以「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為由，阻止了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博

通（Broadcom）收購美國晶片巨頭、5G領軍企業高通公司

（Qualcomm），真正的理由是擔心博通會削減高通的研

發資金，並使中國企業在5G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中國政府在2018年7月否決了高通收購荷蘭晶片製造

商恩智浦半導體（NXP Semiconductors）的交易，這項交

易本可說明高通從聯網汽車等新市場的5G投資中獲利。

美國將華為和中興通訊列為對國家安全威脅

華為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是全球第

五大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生產的設備包括幫助設備跨網

絡連接的基站和蜂窩塔。此外，華為也是全球第二大手機

生產商，僅次於三星電子。華為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讓美國

頗為不安。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U.S.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2012年將華為和中興通訊列為對國家安全

威脅，認為這些公司的設備可能被用來監視美國人。此

外，近日美國擬推出一項行政命令，該項行政命令將以

「敵對勢力」為由，不點名華為、中興通訊的方式阻截這

些中資企業進入美國的5G市場。這項行政命令主要是禁止

美國電訊公司在建造下一代無線網路（5G網路）時使用中

國設備，以阻止華為等中國電信設備公司進入美國第五代

無線網路（5G）市場。

各國對採購華為設備態度不一

過去一年，美國官員頻繁走訪他國首府以及世界行動

通訊大會MWC（ Mobile World Congress），傳達華為構成

國安威脅的訊息。美國的論據在於，中國任何公司都受中

國影響，華為就算被歸類為民營企業，但華為創辦人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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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仍有共軍工程師背景，其他國家不該委託華為佈建敏

感的5G網路。此外，美國司法部1月底對華為提出刑事指

控，主要涉及華為涉嫌規避美國制裁伊朗措施、竊取美方

智慧財產權，與使用華為5G設備是否存有資安疑慮無關。

在美國遊說下，澳洲、紐西蘭和歐洲多國開始提防華

為，但德國與英國近期暗示，將開放華為參與5G網路佈

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南韓等美國盟邦也簽約採購華為

5G設備。

華為在歐洲耕耘已深，已有10年之久。儘管歐洲曾

在行動科技領域執牛耳，在全球5G競賽中，卻已落後中

國。歐洲電信系統目前約1/3仰賴華為供應。德國電信

（Deutsche Telekom）內部資料顯示，一旦華為遭封殺，德

國的5G網路發展料將延後2年。法國政界目前也不支持禁

止華為參與國內的5G建設。

華為主動出擊，回應美國的指控

華為在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第一，發展5G通訊技術上

也領先競爭對手。但美國多年來以資安疑慮為由提防華為

電信設備，在美國強烈抵制下，歐洲市場成為中國通訊設

備巨頭華為的必爭之地。

2010年華為出資在英國興建測試站「華為網路安全中

心」，2018年11月在德國波昂（Bonn）開設安全實驗室，

歐洲對華為資安動作與措施

歐盟

．批准新法案，加大對中資企業收購的審查。
．�歐盟執委會近期質疑華為或提供情報給中國政
府。
．�華為近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設歐洲網路安全中
心。

英國

．	近期傳出英國擬限制業者使用華為設備的比例，
但不完全禁止。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
主任夏蘭•馬丁（Ciaran�Martin）表示，英國有關
部門可以管控採用華為設備的潛在風險。
．VODAFONE等業者認為禁用華為會延遲5G佈局。
．�2010年在當地建立華為網路安全中心，但去年被
英國指出作業流程有漏洞。

德國
．	支持與中國達成「無間諜」協議，指出5G建設不
排除華為設備。
．華為去年在當地開設網路安全實驗室。

波蘭 ．年初逮捕華為當地高階主管。

羅馬尼亞 ．最大在野黨將發起調查華為設備風險。



今年3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設歐洲網路安全中心，向外

界開放華為產品以及原始碼，爭取歐盟信任。華為表示，

它們在布魯塞爾的網絡安全中心將提供一個平台，讓政府

機構、科技專家、產業協會、和標準組織可以在網路安全

上合作。同時也試著藉此贏得各國家領導人支持，並反擊

美國稱其設備構成國安危機的指控。

此外，今年3月初，華為在美國德州東區聯邦地方法

院提告，指稱美國國會去年通過2019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

（NDAA），禁止聯邦機關採購華為設備、或與向華為採

購的承包商往來，違反美國憲法。華為認為，提告也可

證明華為是美方未經正當程序立法「褫奪公權」（bill of 

attainder）的目標。

華為表示其設備跟任何競爭對手的產品一樣安全，因

為該行業使用的是共同的供應鏈。為了在英國銷售設備，

華為允許英國有關部門隨時在一個實驗室中檢查其設備，

這個實驗室由包括英國政府官員在內的一個委員會監督。

紐約時報分析，華為控告美國政府的目的，是要凸顯

「華為是否威脅資安」這個核心問題，逼美國政府提出有

力證據。對華為來說，扭轉美國反華為的立場可能很難，

但這起訴訟也許有助爭取其他政府官員對華為的信任。

美國若禁華為設備將攪亂5G競賽
中美貿易戰的下一個爆點可能會是一道禁止美國電信

公司使用某些外國設備的行政命令，這道行政命令，主

要目的是將某些外國公司生產的設備排除在下一代無線

通訊網路（即5G）之外，特別是瞄準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Huawei）。這道基於國家安全理由的行政命令一旦出

現，對華為的競爭對手而言可謂喜訊，但卻給外國電信運

營商帶來麻煩。

作為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生產商的華為是美國政府重

點瞄準的目標。總部位於深圳的華為，透過提供更先進且

成本更低的設備，崛起成為市場主導地位，如今已類似蘋

果、高通和思科的集合體。

禁用華為將導致歐洲推出5G延遲兩年
鑒於華為在美國市場的份額有限，在美國電信網路中

禁止使用華為設備基本上只具有象徵意義，很多主流美國

運營商已經表示，不會在5G網路中使用華為設備。

但若歐洲國家政府禁止本國網路使用華為設備，歐

洲電信運營商也可能因此遭遇損失。德國和英國的很多

電信運營商都使用華為設備。總部位於英國的電信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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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afone表示，該公司臨時停止採購用於其5G網路核心的

華為設備。其執行長里德（Nick Read）指出，歐洲禁用華

為將會推遲當地5G部署長達兩年，不利於產業發展，並呼

籲美國應該主動拿出禁用華為的證據。里德認為，禁用華

為首先會讓歐洲的5G建設落後於人，且華為與諾基亞、愛

立信三大廠擁有一半以上的電信設備市占率，若直接捨棄

華為，將阻礙供應鏈競爭，使產業基建、電信商與消費者

同時受害。

分析師表示，拆除並用其他更昂貴的產品替換華為設

備可能令該行業支出數十億美元。德國有三家電信運營商

在網路中使用華為設備。歐洲的電信公司也警告，禁用華

為設備可能導致歐洲在推出5G方面至少延遲兩年。

愛立信執行長鮑毅康（Borje Ekholm）認為嚴苛監管

與龐大投資才是歐洲發展5G更大絆腳石。鮑毅康強調，其

實導致歐洲5G落後更重要的因素是「嚴苛」的監管與購買

設備的成本。根據鮑毅康的說法，在歐洲，5G仍處於測試

階段，然而其他國家卻已前進到新的階段。他說美國正在

全速前進，澳洲與亞洲也火力全開，不過歐洲卻仍大幅落

後，他聲稱「歐洲沒有創造正面的投資環境，這才是問題

所在。」歐洲過去在無線發展曾領先全球，但今日亞洲已

出現大型數位公司，美國4G發展也表現強勁，反觀歐洲國

家卻只把這些營運業者視為稅收來源。

鮑毅康還表達對中美貿易緊張的憂心。他說瑞典市場

小，因此必須倚賴全球貿易。他擔憂如果貿易模式出現改

變，勢必對愛立信帶來很大衝擊。

愛立信和諾基亞將是主要受益者

而在美國近期積極圍堵華為之下，有分析認為，最大

的贏家是瑞典電訊裝備製造商愛立信（Ericsson）和芬蘭

電訊公司諾基亞（Nokia）。諾基亞表示，公司有能力將

任何用戶的4G設備提升到5G，目前已在為包括美國在內

的客戶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公司迄今簽署18項5G商業網路

無線電合約。諾基亞可以在更多領域擴大市場份額，因為

該公司的光纖業務及路由器業務也與華為存在競爭。諾基

亞今年累計漲幅為19％。美國公司不再是這個領域的主要

競爭者。

在電信設備領域，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 

005930.SE）是一個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但隨著電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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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試圖對沖其押注風險並實現設備供應商的多元化，該

公司可能獲益。三星電子雄厚的資金實力使其能增加支出

以爭取市場份額，縮小與競爭對手的差距。

歐洲運營商青睞中國電信設備

5G的高傳輸速度，在物聯網、自駕車、AI的應用上扮

演極重要的角色，而華為是5G的關鍵技術廠商，然而華為

產品有資安疑慮，因此遭到歐美等國抵制。但是德國電信

指出，目前的通訊基礎設施廣泛依靠華為，如果華為遭禁

用，意味著歐洲在5G推出速度上將落後於使用華為設備的

亞洲等地區國家。在資安與科技發展間取捨，會是歐洲國

家的重要課題。

英國無線運營商的高管表示，華為能比西方對手提前

最多一年發布部分5G技術。一些運營商已經與華為簽訂了

5G合同。一家運營商的高層表示，如果針對華為頒布禁

令，可能會導致該運營商推出5G的時間推遲18個月。這名

高層表示，該運營商將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從其他供應商招

標、測試設備，而且要等更久才能看到瑞典愛立信和芬蘭

諾基亞發布與華為設備類似的最終產品。愛立信和諾基亞

是華為在西方的主要競爭對手。

愛立信和諾基亞稱，從最近的銷售情況來看，它們生

產的設備具有競爭力。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的數據顯

示，2017年，華為在歐洲移動設備市場收入佔比最高，達

到31％。愛立信和諾基亞的佔比分別為29％和21％。

5G技術與商用，中國投入最多
在這場5G科技爭霸戰中，美國似乎稍微落後。5G的

營運，為了確保傳輸率和網路容量，需要建布更密集的

大、小型基地台，而中國在基地台的建置上，就已看出領

先美國的態勢。勤業眾信就指出，在中國壟斷基地台事業

的中國鐵塔，自2015年起，就已經投資177億美元、建置

35萬個基地台。目前為止，中國鐵塔共有約190萬個無線

基地台，相較之下，美國卻只有20萬個。若換算成每平方

英里的密度來看，中國每10平方英里有5.3個基地台、但美

國卻是每平方英里只有0.4個基地台，中國大約是美國的13

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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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加速私部門發展5G技術
面對美國智庫提出警訊，美國政府也開始警覺事態嚴

重。2018年8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19預算年國防授權

法》（NDAA），進一步擴大為禁止所有的聯邦政府機構

採買與使用這兩家產品，若已購買並正在使用，則需於5

年內逐步淘汰。2018年10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

總統備忘錄（MOU），下令制定國家頻譜戰略的計畫，

成立白宮特別工作小組，以強化美國5G網路的領導地位。

川普也指示商務部制定主導國家頻譜戰略，商務部長將在

各單位之間進行協調工作，以確保有足夠的頻譜或無線電

波用於傳輸無線數據。白宮也表示，將致力於加速私部門

發展5G 技術，讓美國一般民眾也可以享受到技術進展的

果實。

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準備推出一項增強美國先進技

術實力的計劃，以提升政府在加快5G無線和人工智能等下

一代技術方面的作用，這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兩個關鍵領

域。這些措施可能包括利用龐大的聯邦政府資源推進人工

智能的更多方式。美國還希望鼓勵新的企業競爭對手加入

5G競賽，擔心中國競爭對手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取得難以逾

越的全球領先地位。

中美5G爭霸在2019年進入全面白熱化
若2018年是中美5G爭霸的首波對戰，那2019年將是中

美5G爭霸進入全面白熱化的關鍵時刻。因為過去還是實驗

階段的5G技術和應用，將可望在2019年真正問世。而愈接

近5G的商用階段，也愈凸顯了中美兩大國在5G技術上互

相競爭的壓力。華

領先的華為
北美以外，中國企業華為超過了其北歐競爭對手

2017年區域行動通訊設備市場收入份額

■華為 ■易利信 ■諾基亞 ■其他

亞太地區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0% 25 50 75 100

資料來源：Dell‘Oro Group （繪圖╱陳忠民）



5G是下一代通信技術，將比目前的有更快的網

速、更低的延遲率及更廣的鏈接等關鍵趨勢，

在5G網路的加持之下，許多新興技術都將會成為現實。

全球五大電信設備廠商 華為居首
提起5G的商用就不得不提各大電信設備巨頭，畢竟

5G建設之中，各個國家與地區都需要用到電信設備商的技

術與相應設備。根據市場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的最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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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把5G當成國家戰略計畫的一環，如「中國製造2025」和「第13個五年計劃」（十三五），
都將5G列為整體工業計畫的核心，且中國企業共持有全球36％的5G標準必要專利，全球五大電信設
備廠商，華為更是排名第一、中興通訊第五。中國引領5G未來的雄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制定技
術標準，全球其他地區必須遵守這些標準，並支付使用和許可費用。為此中國一直在制定全球標準

的國際電信產業團體中扮演積極角色。

中國國家戰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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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發布數據顯示，2018年的前三季度的全球五大電信設備

廠商的排名分別是：華為、諾基亞、愛立信、思科以及中

興通訊。這五家公司合計占據全球電信運營商設備市場收

入的75％左右，而在這75％裡面華為占28％。

Dell'Oro Group表示，報告期間，華為的電信設備收入

幾乎相當於諾基亞與愛立信的總和。此外，自2015年以來

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華為市場份額增長了4％，愛立信

和諾基亞的市場份額卻分別下降了1％和3％。

5G主要設備供應商 沒有美國公司
華為輪值主席徐直軍表示，中國和歐洲一直在合作，

努力為5G和未來移動通信技術制定統一的全球標準，以降

低整體成本，提高該行業所有參與者的投資回報率。預計

5G將成為未來幾年支持智慧家居、無人駕駛汽車網路和其

他新技術的基礎設施，這令美國十分關心。同時，他也表

示：「當我們看看5G的主要設備供應商時，你會看到諾基

亞、易立信、華為、三星和中興，卻沒有美國的公司。」

中國縝密計畫布局5G列入國家計畫
引領5G規格，代表的是可以取得相關軟、硬體技術的

領先地位和話語權。中國把5G當成國家戰略計畫的一環，

全球五大電信設備收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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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國製造2025」和「第13個五年計劃」（十三五），

都將5G列為整體工業計畫的核心，而中國是目前投入最多

的國家，由於5G正在進入倒數計時的商用階段，希望在

2020年前能廣泛佈署商業5G技術。

根據諮詢公司德勤（Deloitte）2018年8月進行的一項

研究，2015年以來中國已建造了約35萬個蜂窩基站，而美

國不到3萬個。德勤還指出，中國每一萬人有14.1個基站，

美國則為4.7個。這對5G至關重要，因為5G網路需要的蜂

窩基站數量遠遠多於4G。

在北京以北的長城附近，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5G實

驗室，這是中國進軍5G的切實舉動。整個實驗場地錯綜

複雜，佈滿基站和移動設備模型，每家大型中資移動運營

商和設備生產商都有各自的室內及室外設施。待實驗結束

後，中國移動將在17個城市開展自己的後續實驗。中國移

動是國有移動運營商，用戶數量全球居首。預計到2020年

中國將實現5G商用。

速度更快的新一代5G網路依賴能更有效利用無線電波

的尖端技術。這意味著5G網路將依靠大量天線以及和靠近

消費者和企業的去中心化資料中心，也就是說需要對基礎

設施進行大筆投資。預計5G網路將具備無人駕駛汽車等先

進設備所需的速度和回應能力，無人駕駛汽車必須與交通

信號、其他車輛及周邊環境保持即時溝通。中國引領5G未

來的雄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制定技術標準，全球其他

地區必須遵守這些標準，並支付使用和許可費用。為此中

國一直在制定全球標準的國際電信產

業團體中扮演積極角色。

美國富瑞金融集團（Je ffe r i e s 

LLC）駐香港電信分析師Edison Lee表

示，對中國而言，5G是一個如此重要

的戰略項目，涵蓋面廣，動用所有資

源。他說，因為中國若跨入5G大門，

那也會在6G、7G、8G上占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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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共持有全球36％的5G標準必要專利
雖然美國積極阻止華為設備參與其5G網路的建設，但

卻無法改變中國開發的5G技術將成為主要核心，即華為及

中興通訊的投入研發、參與國際建議，並取得多數的關鍵

專利。相比之下，西方公司在5G藍圖及設計方面的影響力

不及在前幾代無線技術中的影響力。

在4G之後，以華為為首的中國公司派出了更龐大的

代表團參加敲定5G規範的會議，並提出了更多建議。據

IPlytics的資料，該公司提出了11,423條有關5G標準的建

議，超過其他任何公司，是最活躍美國企業高通公司的兩

倍多。

華為在5G設計方面的影響力源自其龐大的研發預算，

以及該公司對全球制定5G基本架構會議的積極貢獻。截至

2月初，華為總計擁有1,529項5G標準必要專利，比其他任

何公司都多。據資料分析公司IPlytics提供的資訊，華為擁

有的5G專利，再加上中興通訊和國有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

究院（China Academy of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和廣東歐珀移動通信有限公司（Guangdong Oppo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Corp）擁有的專利，中國企業共持有全

球36％的5G標準必要專利（SEPs），是4G專利擁有占比

的兩倍多。

中國的5G專利涵蓋與5G手機元件、基站和自動駕駛

技術等相關的技術。專家們稱，全球的電信企業（包括那

些在華為設備可能不受限的地方運營的電信公司）在5G網

▼華為在5G設計方面的影響力源自其龐大的研
發預算及該公司對全球制定5G基本架構會議的
積極貢獻。截至2月初，華為總計擁有1,529項
5G標準必要專利，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圖
為華為東莞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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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落地時，都不得不向華為支付專利費以獲得相關技術授權。據IPlytics提供

的資料，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公司（Qualcomm）和英特爾公司（Intel）在

內的美國企業僅持有14％的關鍵5G專利。

華為研發支出龐大，涉及標準和專利競爭也獲得優勢

華為的研發支出也超過競爭對手。2017年，華為的研發支出為130億美

元，超過任何其他中國科技公司，也高於主要競爭對手愛立信（Ericsson）

和諾基亞（Nokia）的研發支出總和。龐大的支出也讓華為在涉及標準和專

利的競爭中獲得優勢，特別與美國相互競爭。

華為5G專利的貨幣化價值尚不得而知。由於華為非上市公司，因此不

披露來自其現有智慧財產權的授權費收入。

但以芬蘭的諾基亞為例，2017年通過技術授權獲得16.5億歐元（按當前

匯率計算為18.6億美元）收入，約占其總收入的7％。高通最近財年通過技

術授權錄得收入52億美元，占其總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高通的智慧財產權

幾乎被應用於全球所有的智慧手機。由此可知，華為的專利獲利龐大。

5G授權計畫將雙向展開，華為也會向競爭對手支付費用以便使用他們

的技術。但IPlytics首席執行長Tim Pohlmann表示，華為擁有的專利絕對數量

之多意味著這家中資公司將從5G專利授權中獲得可觀的一部分收入來源，

不管一些國家是否選擇阻止華為參與其5G建設專案。

Pohlmann稱，專利授權意味著收入保障。雖然有些政府「不願使用華

為提供的設備，但他們肯定會使用其授權專利，他們必然會為此向華為付

費。」

為什麼華為如此重要？

華為在美中緊張局勢中長期扮演著焦點角色。對於中國來說，它是全球

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及僅次於三星的第二大智慧手機生產商。對美國而

言，華為是國家安全的威脅。這是美國對5G技術之爭和網路安全擔憂。

華為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生產的設備包括幫助設備跨網絡

連接的基站和蜂窩塔。此外，華為也是全球第二大手機生產商，僅次於三

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儘管在美國幾乎沒有銷售任何手機，但

華為手機出貨量近期仍超過了蘋果公司（Apple Inc.）。

華為擁有約18萬名員工，並且已在全球各地建立了電信網絡，包括歐

洲、非洲和南美等。華為2017年實現收入925億美元，是中國電商巨頭阿里

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收入的三倍多。華為將大約三分之一

的預算投入到了研發領域，去年這方面的投入為130億美元左右，這讓該公

司成為全球研發支出最高的企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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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先
中國企業在5G的專利及技術標準扮演主導角色

標準必要專利數量(至2月4日止)

華為/中國

諾基亞/芬蘭

三星/南韓

中興/中國

易利信/瑞典

高通/美國

LG電子/南韓

英特爾/美國

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中國

夏普/日本 468

545

550

744

787

812

1208

1296

1397

1529

5G標準數量(截至2018年12月12日)

華為/中國

易利信/瑞典

海思*/中國

諾基亞/芬蘭

高通/美國

三星/南韓

英特爾/美國

中興/中國

LG電子/南韓

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中國

*海思半導體屬於華為集團

資料來源: IPlytics

11423

10351

7248

6878

4493

4083

3502

3378

2909

2316

（繪圖╱陳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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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越來越擔心，華為在開發下一代移動網絡

技術5G方面的快速進展，可能迫使美國公司有一天去購買

華為的設備。儘管面臨種種困境，華為仍在推進5G設備

的生產。華為高管表示，該公司已獲得逾30份5G設備供應

商業合同，其中18份在歐洲，九份在中東，三份在亞太地

區，且已交付逾2.5萬個5G基站。該公司將於2月底發佈5G

手機。

中國的網路現況，有利於發展5G產業應用
在移動互聯高速助推下的過去十年間，中國互聯網滲

透率飛速提升，人口紅利爆發，結合4G時代的智慧手機普

及，獲得移動互聯網的爆炸式繁榮，並迅速完成全球化擴

張。在4G時代，由於海量資料大爆發，基礎算力得到有效

保障，中國大量互聯網企業實現了資料驅動的量化運營，

其在資本市場的市值也飛速提升。最典型的就是資料驅動

的阿里巴巴和社交多元化的騰訊。

由於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方面的領先，5G的產業應用也

有利於領先美國。在智慧金融領域，5G技術可結合移動

支付，實現金融科技服務的隨時隨地，讓用戶體驗簡單輕

鬆。憑藉4G時代積累下來的移動支付客戶群體，中國5G

時代的智慧金融發展將會更為迅速，收穫也更為豐富。

在智慧醫療方面，中國龐大的人口也是一大優勢，這

個優勢可幫助5G技術在醫療領域快速落地應用。實際上中

美在5G醫療領域的實戰練兵中，中國已佔據先機，5G遠

端醫療醫院已落地，遠端會診、遠端B超（超音波）、遠

端動物手術實驗紛紛落地。未來醫療行業在中國將更多受

益於5G無處不在的覆蓋率和低時延的高效率。

從5G城市智慧化角度來看，以城市監控設備為例，

5G結合人工智慧和邊緣計算能力，可在工業、交通、公共

安防方面全面升級現有監控產品及其軟硬體設備，如感測

器、晶片、控制系統等。雖然中國在城市資訊化程度整體

上不如美國東西海岸的現代化城市群，但近年來持續增長

的城鎮化比例和城市群概念的興起，都將伴隨5G技術的快

速效應，產生中國式的5G城市化學反應。近來，中國推廣

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由國家發改委主導推出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未來將有望基於5G技術作為底層基礎設施保障，以

海量資料為驅動，推動大灣區打造國際化資料中心和跨境

資料試驗區，實現智慧城市群的構建。華

2035年全球5G價值鏈的產出和就業機會

總產出（億美元） 就業機會（萬個）

中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韓國

法國

英國

其他

9640 950

340

210

120

96.3

39.6

60.5

360

7190

4942

2020

8000

1200

850

760

總計 3.5萬億美元 2200萬個

世界主要國家5G進度表

第一梯隊
(2019年試商用，2020年規模應用)

第二梯隊
(2020年試商用)

第三梯隊
(2020年後試商用)

●中國    ●韓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法國

●加拿大    ●俄羅斯    ●新加坡

資料來源：IHS 數據來源：CTIA（繪圖╱陳忠民） （繪圖╱陳忠民）



行
動通訊技術由最初的1G僅能支援行動通訊，發展到

可以傳送簡訊的2G。後來增加了行動上網的功能，

之後提升行動上網的速度之後，進展到目前的4G。市場普

遍認為2019年是5G元年，因為全球各大通信廠商將陸續進

行5G的測試商轉布局，而5G產業概念將成為2019年投資

及商業應用的焦點。

2019年號稱「5G商轉年」
想像一下，未來5G生活的場景：早晨起床，居家機器

人自動上熱騰騰的咖啡，在滑著手機，監控工廠攝影機，

輕鬆遠距操作機台，分析生產大數據；智慧眼鏡可以投射

地圖，用語音指引正確方向；無人駕駛的自駕車滿街跑；

「刷臉」就可以結帳；醫院也會隨時監控你的血壓狀況

等。部分場景已實現，部分還在實驗階段，關鍵在於，通

訊的品質和速度，像是VR/AR裝置，傳輸訊號稍有延遲，

戴頭盔的人就會因為影像失焦而有頭暈等不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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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調機構Gartner預估，2020年全球將有204億個連網裝置，其中，自動駕駛車、智慧工廠、智
慧醫療等最被視為5G重要的成長領域。工研院也指出，5G將會加速更多應用服務的發展，例如AR/
VR遊戲、購物；機器人智慧工廠、居家照護機器人；無人機安全監控、農作物勘查等。5G的大頻
寬、大連結、低延遲高可靠三大特性，將改變你我未來生活。

超速5G
改變未來生活

5G和4G的最關鍵差異是速度和訊號延遲時間。5G速

度比4G快100倍，訊號延遲時間只有4G的十分之一，因此

5G可用來傳輸海量的資料，並更快速的接收與發佈訊息。

5G未來有三大應用場景：增強型行動寬頻：透過網路覆蓋

與容量提升，支援更高效的資料傳輸，例如AR、VR；海

量物聯網應用服務：例如將家電聯網的智慧家庭；關鍵業

務型服務：原先受限於4G的速度與穩定性，可以在5G得

到解決，例如自駕車、智慧工廠、智慧醫療領域。

5G三特性：大頻寬、大連結、低延遲高可靠
被稱為5G的第5代行動通訊技術擁有大頻寬（eMBB

增強型行動寬頻）、大連結（mMTC巨量物聯網通訊，

比Wi-Fi更靈活）、低延遲高可靠（URLLC極低延遲的可

靠通訊，可更快地傳輸更大的數據流）等特性；2018年6

月，國際標準組織3GPP公布第一版5G標準Release 15，全

球陸續啟動5G布局。

5G大頻寬，可在極端條件下實現更好的數據傳輸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IMT-2020規範，5G的

峰值資料傳輸速率預計可高達10Gbps以上，比4G高出10

到100倍。5G技術早期測試顯示，實際速度約為700-3025 

Mbps（3.025 Gbps），也就是說，用4G需要幾分鐘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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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5G
4G轉至5G比較圖

10毫秒 ＜1毫秒

50/每月EB

20/每秒GB

30GHz

100萬/每平方公里

7.2/每月EB

1/每秒GB

3GHz

10萬/每平方公里

網路延遲

數計傳輸

可用頻譜

連網密度

巔峰數據傳輸率

資料來源: Qorvo

（繪圖╱陳忠民）



載的電影用5G只需要幾秒鐘就能獲得。當然，消費者是在

5G投入商用後才能享受到這種速度的。此外，5G網路同

時能提供承載比4G更多大數據的基礎設備，將現有的互聯

網技術以倍數提升，創造一個更加智慧的嶄新世界。

低延遲與大連結，有利於發展「大人物」

除了訊號傳輸速度更快，5G還有低延遲與大連結等

特性，有利於發展「大人物」（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

網）等服務，包括工業4.0、智慧宅、自駕車、智慧城市、

智慧醫療、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等，應用

層面不再侷限於通訊領域，各行各業都可能搭上5G浪潮，

掀起史無前例的產業革命。研調機構Gartner預估，2020年

全球將有204億個連網裝置，其中，自動駕駛車、智慧工

廠、智慧醫療等被視為5G重要的成長領域。工研院也指

出，5G將加速更多應用服務發展，例如AR/VR遊戲、購

物；機器人智慧工廠、居家照護機器人；無人機安全監

控、農作物勘查等。研調機構IHS Markit估計，至2022年

全球5G用戶數將達5.5億戶。IDC預測，5G和5G相關（包

括5G RAN、5G NG core、NFVI、路由和光纖回傳等）的

網路基礎建設規模將從2018年的5.28億美元，到2022年的

260億美元，平均每年以118％的速度成長。

5G催生新商模的產業革命
勤業眾信（Deloitte）就分析，5G技術的引進，象徵

著一個將改變生活所有面向的連線新時代（a new era in 

connectivity），先行者國家將享有超過十年的競爭優勢。

5G代表的不僅是更快的傳輸速度，因為更快的傳輸速度，

使得包括物聯網、自動駕駛，甚至國防相關的無人機等，

都可以因為更快的傳輸速度而產生新的商業模式。

摩根大通分析，5G更快的速度、更強大的反應能力，

除了改善聯網能力外， 也可以支援包括消費者和企業所需

的各種功能，例如消費端的AR/VR、企業端的物聯網、工

業自動化、車聯網、自動駕駛、智慧城市等。

美國網站《CNET》報導指出，2019及2020絕對是5G

網路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不僅是高速網路的時代，更期

待新型的5G手機能如雨後春筍般先後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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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如何影響這五大行業
據著名諮詢公司Gartner預計，到2020年將安裝超過

204億個物聯網單元，物聯網相關支出將近3萬億美元。自

動駕駛汽車、機器人手術和關鍵基礎設施監控，都將是5G 

啟用物聯網的潛在應用中的一小部分。此外，5G在連通性

方面的巨大飛躍為眾多行業創造了巨大的機遇，同時也為

大規模的顛覆奠定了基礎。醫療保健、製造業和汽車等行

業已經開始採用相關技術，使得連接更加緊密。

根據CB Insight 最新5G相關報告《5G 是什麼？下

一代無線系統如何創造一個連接的未來（What Is 5G？ 

Understanding The Next-Gen Wireless System Set To Enable 

Our Connected Future）》，指出有五個將受到5G技術巨大

影響的行業。

衛生保健：5G讓手術從世界任何地方進行
第一個會在衛生保健領域。可穿戴設備的出現、擴

展，為人身體各項指標的預防和監控操作提供了巨大的機

會，而5G也已經開始影響著衛生保健領域。透過這些裝

置，已經被用於跟蹤人體從睡眠到血糖水平到身體活動等

各種指標。5G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網絡可靠性，將能開

發更複雜的設備，包括直接植入人體而不是外部穿戴的設

備。例如，配備5G的顯微鏡相機將能夠提供進出患者身體

的實時流媒體，為更多遠程診斷和其他更複雜的遠程醫療

操作奠定基礎。例如透過5G讓恢復期的中風患者無需去醫

院就能獲得更加個性化的監護和護理。

在機器人手術領域，5G則可能擴展醫生為全球患者提

供關鍵和專業護理服務的能力，5G就可以讓手術從世界上

任何地方進行。

製造業：5G改進增強現實（AR）技術
製造業已經採用人工智慧和物聯網技術來提高效率，

改進數據收集並構建更好的預測分析。透過5G，製造商將

能夠獲得更快、更可靠地收集和傳輸數據的方法，以及可

以結合到工廠和工作流程中的更廣泛的傳感器和設備。

愛立信公司從2018年1月開始，已在愛沙尼亞塔林工

廠測試用增強現實技術來排除故障。通過AR應用程序，



技術人員可以觀察需要維護的部件並提取其視野範圍內的

相關原理圖和說明，從而大大縮短完成修復所需的時間。

4G的較高延遲和較低的Wi-Fi 可靠性使得此類技術目前受

到限制，但5G將以高分辨率傳輸低延遲視頻的能力可能使

其更廣泛得被應用。

5G的其他工業應用案例還包括：持續監控設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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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視覺識別，自動執行產品質量保證測試；以及預測

分析，以告知零件何時失效等。

汽車業：用5G解決自動駕駛汽車所面臨問題
製造業如特斯拉、谷歌以及眾多自動駕駛公司，多年

來都在競相建造無需人類駕駛員的自動駕駛汽車。要解決

這個問題的主要方法是使用車載計算機和雷達來掃描車

輛周圍的環境，並根據信息決定汽車的下一步運動。如

今，包括高通、愛立信、華為和諾基亞等在內的公司，

正在尋求將5G和邊緣計算作為解決自動駕駛汽車所面臨

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這些巨頭組成的聯盟5G汽車協會

（5GAA），早在2016年就開始研究「蜂窩－從車到一

切」（C-V2X）技術。在C-V2X系統中，車輛與車輛相互

之間以及和交通燈和建築標誌等物理環境的一部分進行通

訊，以便安全有效地協調運動，而不是單獨由車輛決定如

何行動。研究人員認為，5G可以幫助在未來實現真正的

自動駕駛。因為5G可用性意味著環境中更大的傳感器密

度，以及從中央服務器到這些傳感器和車輛的更快數據傳

輸——因此，通過機器學習算法可以更快地改進。

此外，很多公司還在應用終端AI解決問題，它們通過

雲端存儲大型數據集，訓練算法，收集終端數據，並推動

AI 模型更新。如nest 智慧相機和AWS DeepLens這樣的家

全球醫療支出

醫療支出
百分比

2007 2012 2025

10% 12%
16%

70% 64% 51%

15% 17%
21%

5% 7% 12%

■監測 ■治療

■診斷 ■預防

▲從「Globla healthcare spending by activity」的全球醫療支出項目百分比可
知，為了降低成本和改善人類整體健康狀況，西方醫學正在轉向預防性

護理。在預防方面的支出已經從2007 年的5％ 將增長到2025 年的12 ％。

（繪圖╱陳忠民）



用智能像機可以識別出有人進入了特定的區域；Apple神

經引擎和華為AI將其運用於處理器設備上的面部識別和對

象識別，這樣用戶數據不會離開設備；特斯拉自動駕駛讓

車載AI即時做出駕駛決策；英特爾Myriad X可以讓嬰兒監

視器、無人機、機器人和其他設備的視野可以在沒有網絡

連接的情況下應對情況。

零售業：創造全新類型的購物體驗

在過去幾年中，零售商已投入數百萬美元用於智慧技

術，以幫助客戶更快地購物並更快地結賬，同時收集更多

有關客戶體驗的數據。從店內分析到視覺識別驅動的貨架

監控，所有這些都依賴於或受益於傳輸大量數據和訪問高

吞吐量連接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5G技術會對零售商的操

作方式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的原因。

此外，5G還有可能創造全新類型的購物體驗，如智能

手機上的增強現實應用程序，在消費者進入商店時觸發並

引導消費者直接找到想選擇產品的貨架。這種體驗的初步

模型已經發生在無人零售行業了，例如亞馬遜Go。

娛樂業：更輕鬆地體驗影片及娛樂效果

5G頻道將能夠提供無與倫比的直播質量，亞馬遜和

Dish Network已經在談判共同建立和支持5G網絡了。另一

個直接的好處是：下載時間急劇下降。5G使電影、遊戲和

電視下載變成幾秒鐘而不是幾分鐘。這可以促使人們從線

上觀看轉向移動下載，因為這樣無論有沒有網絡連接都可

以訪問和欣賞下載的內容。

5G還可對增強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產生更

大變革效果。這是因為VR和AR應用往往具有比傳統媒體

更高的視野、分辨率和幀速率（Frames Per Second），因

此，它們也需要顯著更高的帶寬水平和更低的延遲水平，

以便向觀眾傳遞一致的體驗。雖然5G服務可能會在未來

一年開始變得更加廣泛，但4G仍將是人口密集城市以外

地區的默認服務。正如CB Insight 最新5G相關報告《5G是

什麼？下一代無線系統如何創造一個連接的未來》報告預

測，廣泛的5G覆蓋可能需要十年以上——至於5G更廣泛地

在工業領域應用，估計將從本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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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日本、南韓、中國等國皆發布 5G 商用的消息
美國電信巨頭Verizon，2018年底在全美休斯頓、印

第安納波利斯、洛杉磯和沙加緬度（Houston, Indianapolis, 

Los Angeles, Sacramento）4個城市推出了首個5G寬頻互聯

網，併計劃在首批推出5G手機上市後，於今年推出5G無

線服務；AT＆T則在2018年全美十幾個城市推出了5G移動

熱點，並將在2019年增加至少9個。

在日本電子女團 Perfume 的演唱會中，藉由5G將會場

內外超過1萬個裝置聯網，創造新的歌手觀眾互動體驗。

5G不只可用於冰冷的工業製造，經由設計師的設計，5G

也可以創造美麗燦爛的舞台。

中國上海虹橋火車站2月啟動5G網路建設，計劃今年

9月完成5G網路深度覆蓋，號稱是全球首個以5G室內系統

建設的火車站，目標是據現場演示，5G網路峰值速率可達

1.2Gbps以上，旅客下載一部2GB的高畫質電影最快只需不

到20秒。華為公司並在啟動儀式上首度公開發布5G DIS室

內數位系統。

中國大陸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於3月3日在北京召開

時，央視首次使用4K＋5G最新的拍攝和傳輸方式，進行

新媒體行動直播。

韓國電信商KT在首爾開設了一間機器人咖啡店，以機

器人咖啡師接單和沖調咖啡，展示他們的5G無線技術。

5G發展最大難題：半數5G通訊商技術無法滿足
企業需求

5G是全球引頸期盼的技術，光是比4G快上100倍就

吸引各大企業的目光。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近日對5G使用案例及採用情況的調查結果，66％的企業

組織有意在2020年前部署5G。企業預期5G網路應用將以

物聯網（IoT）通訊與影片為主，運作效率則將成為關

鍵推手。然而5G用戶面臨的一大問題是通訊服務供應商

（CSP）仍準備不足。現有的5G網路不是尚未完成，就是

還沒有能力滿足企業組織的需求。

Gartner 更預測到了2022年，商用5G的通訊服務供應

商中將有半數會因系統無法完全滿足5G使用案例的需求，

而難以從後端技術基礎架構的投資中獲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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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已在2月份進行兩次高層級談判，雙方談判後的聲明指出達成重要共識，並將持續進行協議
文本溝通。根據美方透露的文本內容，雙方在促進貿易平衡、經濟結構改革、匯率及執行機制等方

面將持續磋商。美國也在3月5日正式確認，將中美貿易停戰期無限期延長，以換取更多時間協商，
反映出中美兩國均有達成協議的意願。

中美貿易戰
延長休兵

在
2018年12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

朗普在阿根廷會面後，美國白宮發布書面聲明指出，

特朗普和習近平同意，雙方就經貿議題的結構性改變「立

刻展開談判」，因此中美經貿磋商有90天的談判期限。

第七輪談判：承諾採購1.2兆美元商品縮小美中
貿易逆差

在90天的期限內，雙方開展了多輪的磋商。中國國務

院副總理劉鶴2月20日以特使身分，率團赴美展開美中第

七輪貿易談判，除了承諾採購1.2兆美元商品以縮小美中貿

易逆差，更將額外購買美國1,000萬噸大豆，帶來了相當大

手筆的見面禮。雙方談判也相當有進展，就強迫技術轉讓

與網路盜竊、智慧財產權保護、服務業、貨幣、農業和非

關稅貿易壁壘等議題草擬6項諒解備忘錄（MOU）。

美國正式公告：美中貿易「停戰期」無定期延長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3月5日在「聯邦公報」

（Federal Register）發表聲明指出，「2018年9月調查行動

所涵蓋中國產品新增關稅稅率提高到25％的實施日期予以

延後」。這項中美貿易「停戰期」無限期延長聲明，意味

著美國政府原定3月1日之後，將兩千億美元中國產品的懲

罰性關稅稅率從10％提高到25％，在「進一步通告」之前

不會提高，也不會擴大加徵關稅的範圍，維持目前10％的

稅率。

美、中兩國已接近達成貿易協議；一旦在預定舉行的

「川習會」上拍板定案，只要中國能落實加強保護智慧財

產權及擴大進口美國產品等承諾，美國可能會取消對大部

分中國產品加徵的10％懲罰性關稅。

美中貿易第七輪談判要點

強制技術轉移
和網路盜竊

美國希望中國確保不向外國企業施壓，強制
要求轉移技術，加強監管並起訴網路駭客。

智慧財產權
美方要求中國強化相關法律與執法程序，保
護智慧財產權。

農業
美國要求中國開放禽肉、牛肉和其他農產品
市場，並加快批准新基因改造作物。

服務業
美國要求中國開放金融服務市場，讓VISA及
萬事達卡等更多外國企業進入中國營運。

貿易非關稅壁壘
美國反對中國以補貼、監管、許可程序、技
術標準等方式作為非關稅貿易壁壘。

匯率
美國要求中國不得藉由讓人民幣貶值來增加
競爭優勢。

削減雙邊貿易赤字
美中談判人員研究十項解決貿易失衡的短期
對策。中國允諾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液化
天然氣和半導體等產品。

執行機制
美國有意為中國改革進程制定一套評量機
制，若中國未兌現改革承諾，美國可重新對
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第四十一期∣2019∣華商世界 29

業和消費者每月稅負多出30億美元，企業更額外遭受14億

美元「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es）。報告並指出，特朗

普的關稅措施，是1930年實施《Smoot-Hawley關稅法》使

經濟大蕭條惡化以來，最重大的貿易實驗。

同時，貿易戰也造成年規模1650億美元的貿易轉移效

應，迫使企業不得不面對重組供應鏈的巨額成本。

中美談判最後一哩，仍可能破局

 中美貿易談判進入了最後關鍵階段，雙方逐字商討

協定文本，但在關鍵議題上仍有重大分歧。美國貿易代表

萊海澤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表示，談判可能已進入最後幾

周，最終的協定文本預計會有110至120頁，但雙方談判仍

有破局可能；熟悉談判人士指出，擺在眼前最大障礙是執

行機制。

美國堅持，必須有執行機制確保協議得到具體落實，

若認定中國沒有遵守協議，就可以對陸採取單邊關稅措

施。美方對於中美貿易協定的最基本期待是，中方能夠滿

足美方改善貿易失衡與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要求；中方的

期待則是中美貿易關係不被嚴重干擾。

波音困境可能使美中貿易談判複雜化

波音737 Max飛機發生墜機事故，以及中國迅速發布

停飛令，使北京方面很難為了縮小貿易逆差而提出購買更

多此型飛機。此前中國已在貿易談判中提出要在六年期間

額外購買1.2兆美元的美國商品。波音飛機在北京方面的購

物清單上佔有重要地位，這份清單還包括更多購買大豆、

玉米、天然氣和石油。若刪除此鉅額的飛機訂購，中國要

達到1.2兆美元的目標將更費力。

美國要求中國增加購買美國貨，縮減美中貿易逆差

美國要求中國就法律和行為做出重大改變，以保護美

國智慧財產，停止強迫將美國科技移轉中國企業、抑制

龐大的產業補貼，及對美國企業開放國內市場。此外，華

府已尋求中國增加購買美國貨，包括農業和能源大宗商品

及製造業產品，藉此縮減與中國間的貿易逆差。美國估計

2018年與中國貿易逆差超過4170億美元。

貿易戰導致美國企業及消費者付出代價

許多份研究報告指出，特朗普讓美國經濟付出的代

價，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大得多。

由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發布報告指出，特朗普2018年對2500億美元規模的中國進

口商品加徵關稅，從洗衣機到鋼材都沒放過，導致美國企

特朗普貿易戰對美國經濟衝擊

項目 衝擊 影響範圍

進口價格上揚
一年衝擊688億美
元，佔GDP的0.4%

美國全民買單

貿易轉移效應
貿易轉移1650億
美元，衍生供應
鏈重組成本

美國企業承擔

出口貿易損失
年減400億美元，
約當對中國出口
的1/3

美國出口商承擔

額外稅負成本 每月30億美元 美國企業及消費者買單

無謂損失 14億美元 美國企業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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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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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平均關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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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箭頭所指為實施日期及規模    資料來源：美國官方及報告估算

進口價格上揚造成美國經濟損失，一年達688億美元
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郭德堡

（Pinelopi Goldberg）、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者費加爾

伯（Pablo Fajgelbaum）等4人，也發布報告指出，光是進

口價格上揚造成的美國經濟損失，一年就達688億美元，

約美國GDP的0.4％；即使扣除調高關稅和本國製造商漲

價後的所得利益，美國經濟一年仍損失64億美元或GDP的

0.03％。

郭德堡同樣發現，特朗普關稅措施的代價，多由美國

民眾和企業承擔，且計入他國的報復性反擊後，特朗普所

（繪圖╱陳忠民）



發動貿易戰的主要受害者，是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支持

他的農夫和藍領勞工。

國際金融協會（IIF）也出具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對特

朗普進行報復，導致美國出口商比中國出口商更受傷，其

損失相當於年減400億美元出口，再度凸顯美中貿易戰對

美國經濟的嚴重影響。

IIF副首席經濟學家連諾（Sergi Lanau）稱，去年7月至

11月間，美國損失的出口額超過170億美元。若折算成全

年，約為400億美元，由於美國2017年對中國出口達到創紀

錄的1300億美元，已接近當年度對中出口總額的3分之1。 

其他機構也收集了美國關稅直接成本的證據，反關稅

組織「關稅傷害中心地帶」計算，到目前為止，特朗普政

府的關稅已使美國進口商付出逾180億美元的關稅，這個

數字還在以每秒超過1000美元的速度增加。

美中若達成貿易協議，將排擠中國鄰近國

據傳中國提出降低對美國農業、化學和汽車等產品的

關稅及其他限制，美國則考慮取消大部分、甚至全部取消

對中國產品的制裁。整體來說，中國將增加對美採購，對

汽車業的保護讓步，但可能略過美國在其他領域的抱怨。

此結果，將代表美國一些原本競爭力強大的產業將獲得更

大的提振，例如液化天然氣、農業、汽車業，但對於其他

出口國將形成重大衝擊。

例如，中國可能承諾向美國出口商Cheniere購買180億

美元天然氣，簽約期限目前並不清楚，但液化天然氣合約

期限一般都在10年以上。一旦如此，最大輸家會是澳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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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已經或擬定大舉投資計畫的出口商。經過多年猶

豫，投資人去年在加國卑詩省通過300億美元液化天然氣

廠投資案，加國東部則有另一項投資案正待最後決策。

澳洲則是中國液化天然氣主要進口國，持續倚賴液化

天然氣營收成長，以抵銷煤礦營收下滑。

在美方「極限施壓」下，鏖戰年餘的中美貿易戰，美

方肯定拿到不少好處。特別是在美國要求中國大陸承諾未

來5、6年消除陸美貿易逆差下，可以預期，中國將加大對

美國大豆、能源等大宗物資的採購，此舉等於排擠鄰國。

可以想像，以2018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額高達3千

多億美元規模，中國大陸增加從美國進口，相對減少其他

國家的進口，衝擊會很大。巴克萊銀行估計，中美達成協

議後，若未來5年美國對中國出口額外增加1.35兆美元，

將導致日本每年出口損失3％，約280億美元，南韓出口每

Trickle Down
Potential annual lost exports, 201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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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減少3.1％，約230億美元，台灣出口每年損失3.2％，約

200億美元。

美國貿易逆差擴增千億美元

即便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一系列進口產品課徵關稅來努

力縮小貿易赤字，但美國去年的赤字仍飆升至10年來最高

水位。根據美國政府最新發布的數據，2018年美國商品和

服務的整體貿易逆差擴大至6,210億美元，較2017年上升

12.5％。總體貿易逆差為10年最高。此外，美國對中國的

貿易赤字在去年也增加11.6％至4192億美元，創下歷史紀

錄。

美國商務部表示，美國去年12月貿易赤字激增18.8％

至598億美元，為2008年10月以來最大紀錄，12月的赤字

金額也讓去年全年赤字惡化到6210億美元，創下10年來最

高紀錄。即便白宮祭出貿易保護政策，但美國貿易赤字情

況仍持續惡化。

 如果過去一年的趨勢不變，經濟學家的預測也無誤，

美國公布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將突破6,000億美元。這表

示，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美國的貿易缺口擴大超過1,000億

美元。

美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貿易逆差縮減是2009年，當時由

於經濟衰退進而導致美國進口需求下降 —導致貿易逆差一

年內減少超過3,000億美元。（因此次下降，美國總體貿易

逆差在歐巴馬總統8年任期內減少超過2,000億美元。）

自1975年以來持續貿易逆差，主要長期反映美國低儲

蓄率與美國扮演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之間的差距，部分是

因為美元身為世界準備貨幣的地位。這反過來導致美元走

強，而美元走強本身會降低進口的實際成本、提高美國商

品在海外市場的當地貨幣價格，更加助長貿易逆差。

2018年前11個月，美國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比2017年

同期增加520億美元，增幅約10％。如果周三發布的12月

數據中延續這種走勢 ，接受彭博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測—— 

2018年逆差將擴大到約6,100億美元。2016年為逆差5,020億

美元。

 

中國GDP目標創29年新低
美國經濟整體受貿易戰嚴重的影響，中國也不惶多

讓。中國第13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針對外界最關心

的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今年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目標，設

定在6到6.5％，創下29年來的新低，主要受到中美貿易戰

等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影響。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

稅，降費約人民幣1.3 萬億（ 兆人民幣）。」在政府報告

中，最受關注的就是今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2019年國

內生產總值成長設定在6到6.5％，創下29年來的新低，主

要是由於中美貿易戰帶來了不確定的風險。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世界經濟增速放緩，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

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國內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工作報告中，被認定為因應中美貿易戰的政策包括

了：放寬市場準入，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允許更多領

域實行外資獨資經營；還有加強外商合法權益保護。中國

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並通過《外商投資法》。李克強也指出

將優化進口結構，積極擴大進口。至於預期貿易戰何時告

一段落？李克強僅在報告中指出「繼續推動中美經貿磋

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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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鴻海總裁郭台銘個人捐助新台幣上百億元，耗資十年所打造的台灣大學醫學院癌醫中心醫院

於2018年12月19日啟動試營運，今年7月4日正式營運。高雄長庚醫院斥資超過50億元的「永慶尖
端癌症醫療中心」也在2018年10月29日揭幕，提供全球最先進的質子治療。這些癌醫中心的成立，
將改變癌症病患看病模式，更激化台灣各醫院質子治癌的重裝備競賽。

台灣癌醫中心陸續成立
打造抗癌頂尖新模式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癌
症名列台灣國人十大死因之首已36年，堪稱是最可

怕的殺手，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感受頗深，2005

年第一任太太林淑如因乳癌過世；2007年其弟郭台成也因

血癌過世。郭台銘深感罹癌的無助，與台灣癌症治療技術

與設備需提升的必要，因此捐助台大醫院150億元，希望

興建全球一流的全新癌症醫院。

郭台銘捐贈150億元‧興建台大癌醫中心醫院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透過旗下「永齡健康基金會」

捐贈新台幣150億元，給台大醫學院興建「台大癌醫中心

醫院」，歷經10年籌備興建，於2018年12月19日落成開始

試營運，預計於今年7月4日正式開幕。「永齡健康基金

會」以抗癌為訴求，除捐贈台大癌醫中心、質子治療中心

外，還成立台成幹細胞中心。

台大癌醫中心醫院是台灣首家私人捐款的公立醫院，

十年前，2008年12月19日郭台銘與台大前校長李嗣涔簽

約，12月19日為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病故妻子林淑如的生

日。至於2019年7月4日開幕之日，則是胞弟郭台成的生

日，深具意義。

台大癌醫中心醫院將提供550個床位，加上台大醫院

原有的138床專業癌症照護病床，綜合台大癌症醫療床位

規模增加近4倍，涵蓋住院照護、細胞治療中心、病人中

心、預防醫學中心、門診治療、實驗研究等。台大癌醫中

心醫院也設置「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正在興建

中），鎖定乳癌、肺癌與血癌，提供癌友治療新選擇。

「永慶尖端癌症醫療中心」提供全球最先進的質

子治療

高雄長庚醫院斥資超過50億元的「永慶尖端癌症醫療

中心」，則選在2018年10月29日，正值經營之神、台塑集

團創辦人王永慶逝世10週年之際舉行揭幕。這裡每年能提

供1萬5千人次，當前全球最先進的質子治療。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每年癌症新發個案佔全國5.4％，是

台灣中南部病人數最多的癌症診療醫院，秉持王永慶創辦

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斥資逾50億元興

建提供南台灣癌症病人國際水準的醫療服務。

由於王永慶生前遺願，要求質子治療「不能太貴」，

永慶中心的收費，甚至低於上海、日本的質子醫療中心。



「癌症領航護理師制度」整合療護‧減少病患奔

波與無助

癌醫中心的成立，首先改變的是病患獲得整合治療的

方式。過去病患看診需要個別掛號醫生，東奔西跑連日

奔波，不僅病患遭受身心的煎熬，病患家屬也飽受勞苦。

現在，當癌症確認病患進入癌醫中心時，將由資深護理師

擔任個案管理師，負責為病人找醫師團隊。這時內科、外

科、放射科、化療醫師、營養師、社工師組成醫師團隊會

在門診為這位病患看診做整合治療，病患不必東奔西跑。

這項「癌症領航護理師（Navigator）制度」來自美國

加州City of Hope 癌症醫院，台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說，一

名病人可以同時獲得內、外科、影像學、病理、放射治療

科等檢查診斷，最後再由醫師向病人彙報結果。Navigator

如同癌症中心單一窗口，持續追蹤患者病情，並即時提

供患者協助，讓病患在治療階段能獲得醫療以及身心相關

的照顧。北醫大即將在2020年興建完成的台北癌醫中心大

樓，就會引進此一制度。

台大癌醫中心也將全面施行「癌症領航護理師

（Navigator）制度」，並且採用健保模式，創下台灣醫院

的全面實施首例，也就是說，只要病患到台大癌醫看診，

不論是否健保病患，都可以享受這種全方位的看診照護模

式。

 

導入鴻海集團科技，成為智慧應用平台

台大癌醫中心醫院也將導入鴻海集團相關科技，成為

應用平台，包括雲端、移動通訊、物聯網、AI還有和夏普

的8K影像技術等，將可實際運用到智慧癌症病房以及智慧

藥局。

在智慧癌症病房中，病人在手腕套上穿戴式裝置，呼

吸、心跳、血氧濃度、心電圖、血壓、體溫、姿勢等七種

數值，就能自動傳到護理站，一旦超過安全值，還會發出

警訊。此外，能立即調整給藥，並且患者在離床或偏移時

都有警示和照護。

在智慧藥局裡，智慧藥櫃車連結醫師、藥師、護理師

的電腦，記載著病人資料、藥品種類數量，連取藥時間都

一目了然。此外，癌症化學治療藥品都有毒性，台大癌醫

中心醫院創全台之先，從國外購買化療機器手臂，可全程

由機器調配化療藥物，讓藥師不再曝露有毒環境中。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中）透過旗下「永齡健康基金會」捐贈新台幣150億元，給台大醫學院興建「台大癌醫中心醫院」，歷經10年籌備興建，
於2018年12月19日落成開始試營運，預計於今年7月4日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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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癌醫應用科技的另一特色就是啟用室內定位系

統，以人臉辨識科技，防止醫護人員遭受暴力威脅。透過

人臉辨識系統的輔助，保全警戒網可以對於出現在院區中

各種異常狀況，做出快速且有效的反應，主動保護醫護人

員及病人和家屬的安全，進一步提升就醫環境的舒適與安

全性。

各大醫院投入癌症治療的軍備競賽

癌症的治療方法五花八門，可分為手術、化學治療、

免疫療法、放射治療等等。其中，近期最引人專注的便

是體外放射治療中的粒子治療。相較於傳統的體外放射治

療——光子治療，粒子治療更能將能量釋放在腫瘤部位，

因此在治療深部腫瘤時，能相對減少對鄰近正常組織的傷

害。其中，「質子治療」、「重粒子治療」就是粒子治療

中最顯著發展的2項治療方式，是近幾年討論度最高的放

射線治療選擇，全台灣北、中、南多家大醫院計劃增設質

子設備，甚且已建立亞洲最大的質子中心。

從林口長庚醫院於2015年啟用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以

來，台灣成為繼日本、韓國、中國後，第4個啟用質子治

療的亞洲國家，如今已成開放質子治療密度最高的國家。

除了目前已正式營運的林口長庚醫院外，還有已核淮設立

的台大癌醫中心醫院、高雄長庚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等醫療機構，亦已獲衛福部核准興設。

質子射線優點是精準打擊癌細胞

質子射線的優點是可以精準打擊癌細胞，因此可以大

幅降低副作用，提升治療後的生活品質，逐漸成為某些腫

瘤有效且較佳的放射療法，例如肝癌、乳癌等。質子治療

以腫瘤越局部、靠近身體單側越佳，但不適用於病患有瀰

漫性或多處轉移性腫瘤。質子治療目的不在取代化療及手

術、提升治癒率，而是能大幅減少非必要照射的範圍，降

低副作用。

這也是為什麼患者在接受質子治療前，得先經過一連

串的前置作業。包含放射腫瘤醫師、物理師、放射治療

師、工程師等在內的醫療團隊要先製作模具，再透過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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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斷層、磁振造影（MRI）模擬患者接受治療時的姿勢，精

細地定位出質子射束打入人體的角度，並設計治療範圍，

才能避免傷及無辜的器官與組織。

激化質子治癌設備戰

台大癌醫預定2022年「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完

工，可能引進第四代質子設備。搶在此之前，繼林口長

庚醫院引進全國第一台質子治療之後，高雄長庚醫院已於

2018年10月份也引進全台第二座質子設備、台北癌醫中心

大樓（台北醫學大學）2020年落成引進第三代質子設備。

台北榮總籌建的重粒子癌症治療中心於今年1月動工，預

計最快明年完工，並於2021年進行臨床試驗。相對於重粒

子，各醫院更傾向引進質子治癌設備。

質子治療是否真能成為抗癌救星

也有醫師表示質子治療並非萬病都可治，「假設這個

癌症已經擴散，例如一個乳癌跑到肝臟、大腦、肺臟、骨

頭⋯⋯瀰漫性的，或是像白血癌屬全身性擴散，質子治療

的角色就比較無法發揮，可能還是要靠化學治療、免疫或

標靶治療。」

任何一個手術或治療法都不是救世主，質子治療能否

成為抗癌救星，恐怕還需要更多臨床的進一步研究，也需

要病患與醫師多多的溝通。

免疫療法目前能應用到14種癌症
此外，免疫療法也是目前頗受注目的治療癌症方法之

一。2018諾貝爾生醫獎就是頒給了兩位免疫學泰斗：美

國免疫學家 James Allison 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Tasuku 

Honjo），感謝他們在癌症免疫療法開疆闢土的重大貢

獻。

台大醫學院教授、台大前校長楊泮池教授就表示，對

於免疫治療與質子治療技術，需搭配化療一起整合施作，

才能作為抗癌利器。楊教授強調，需要先特別著重於副作

用較低的療法，因為免疫療法仍有太多未知的地方。

他表示，免疫治療有很多種，現在大家覺得是比較成

熟的是所謂的Immune-checkpoint（免疫煞車的抑制劑），



就是美國免疫學家 James Allison 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

（Tasuku Honjo）所講的PD-1、PDL-1即CTLA-4等主軸，

現在有14種癌症可以用這樣的免疫的療法，如乳癌、肺

癌、大腸直腸癌、頭頸部腫瘤，甚至肝癌，幾乎全身很多

疾病都可以用免疫的治療，但並不是什麼都可以解決，只

有三成的病人可以有幫忙，而且有些會發生副作用。

醫學人才培育，造福癌症病患

對於未知的領域，台大醫院和郭台銘總裁的共識就是

以研究和人才培育來發展。

為了培訓醫學人才，台大醫院送了近400位醫生至世

界各地的醫學中心去學習質子治療、免疫治療等癌症相

關的項目。郭台銘更透過「永齡健康基金會」出資人才培

訓，要讓新一代醫療人才懂得使用最新機器，了解最新的

細胞免疫療法，讓台灣的醫學技術能更上一層樓，也能造

福於癌症病患。

要成為華人的抗癌基地

多年來，投入於基因體醫學研究的楊泮池教授不斷思

考，在癌症治療上需要改進。他表示，全世界的研究集中

在白人疾病，但很多特殊的疾病發生在華人身上。且相同

的癌症，西方人與東方人的治療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因此

必須針對華人特殊疾病，進而研究並預防。我們目標是當

華人不幸罹癌時，台大癌醫中心能提供適合的治療方式。

因此，一直參與規劃台大癌醫中心的楊泮池教授，以

「華人頂尖，世界一流」八字，為台大癌醫中心定下目

標，希望該醫院成為所有癌友最後一線希望，成為華人最

好的治療癌症醫院，在最先進的醫療儀器、最豐富的抗癌

醫師的協助下，有效延長存活期，提高生活品質。

「台大癌醫一開始就是產學合作，」台大癌醫院院長

鄭安理說，郭台銘先建後捐方式，捐贈永齡生醫工程館、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台大癌醫中心、輻射科學暨質子治

療中心，以及規劃中的癌症研究大樓。從臨床治療、基因

分析、幹細胞、免疫療法的研究與臨床應用，發展個人化

精準醫療。這個抗癌基地重人才、技術與研究，希望能為

華人難治的癌症找到新出路。

「台大癌醫要成為華人最好的醫院，不只是醫院，更

要成為華人的抗癌基地。」前台大校長楊泮池與郭台銘在

台大癌醫落成典禮上異口同聲的說。

郭台銘也將效仿台塑創辦人王永慶對於醫療志業的奉

獻，成立台大永齡健康研究院，聘請在台大癌醫中心醫院

籌設時出力甚多的前台大校長楊泮池為第一任院長。

郭台銘的「新醫療百年工程」

郭台銘有個夢想。過去50年，王永慶的長庚醫院在私

立醫院的基礎上，為台灣醫療帶來管理和效能的新觀念，

而接下來的50年，郭台銘期待鴻海攜手創建的台大癌醫中

心，進一步在「公立」且是「研究型醫院」的定位和影響

力下，將癌症研究成果回饋給國家，甚至帶到全球。這就

是郭台銘說的：「醫學是一個百年的志業，所以我在此要

提出一個『新醫療百年工程』的想法。」

台大癌醫中心旁邊是預計兩年後完工的「輻射科學暨

質子治療中心」，將引進最新的質子和重粒子治療技術，

利用進階X光將光束抵達癌組織才放射能量，大大降低癌

者正常細胞的傷害。此外，仍在規劃中的「癌症研究大

樓」，則是大數據和人工智慧中心。台大與郭台銘期待擘

劃的，是一個台灣癌症治療新紀元，是一項11年前就撒種

在台灣學醫界心中，結合醫療、研究、創新的「新醫療百

年工程」。華

 第四十一期∣2019∣華商世界 35

▼台灣大學前校長、醫學院前院長楊泮池教授表示，台大癌醫中心將以

建立「華人頂尖、世界一流」為目標。



中
國《電子商務法》今年元旦起正式實施。這是中國

首部電子商務領域的綜合性法律，對電商的合規性

做全面規定。

歷時5年通過的這部電商法，明定電子商務經營者、

電子商務合同的訂立與履行、電子商務爭議解決與電子商

務促進和法律責任，且規定，對關係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

品或者服務，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對平臺內經營者的資質

資格未盡到審核義務，或者對消費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

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同時，還

對侵權行為做出了最高200萬人民幣的處罰權限。

新電商法上路，衝擊網購代購行業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大眾購物方式已發生天翻

地覆的變化，各種銷售不僅僅存在淘寶、京東等電子商務

平台上，利用朋友圈、直播等方式的銷售層出不窮。且早

期中國微信電商、海外代購都不需要進行工商登記，所以

中國微信電商與海外代購業者一直遊走在監管周邊的灰色

地帶，也因此衍生出像是逃漏稅、假貨泛濫、個人資訊遭

洩漏、售後推卸責任等問題。因此，新法針對微信電商、

海外代購業者訂定相關規定，開始實施工商登記、業者須

承擔侵權責任等規定，預料將引發中國電商行業震盪。

此外，新規上路，將完全改變部份個人代購或銷售的

網上生態，特別是有一條文規定，沒有中文標籤、不是國

家認監委認證工廠生產、未獲取配方註冊證的嬰兒奶粉，

不得在網上銷售，可說是斷了不少代購的財路。

日本零售商也衝擊

中國在日本採購商品，再放到中國網路上轉賣的情形

極為常見，但中國施行的《電子商務法》要求電商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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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子商務法》在元旦上路，根據電商法，包括微商代購在內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均需要辦理

市場主體登記，並依法納稅。這表示朋友圈代購這類非正規代購商家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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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商法上路 
交易全面納稅

辦理登記，並承擔納稅義務，將使前往日本代購的情形減

少。相對也影響了日本零售商的業績。

根據日本調查公司的統計，經營往返中國以及日本之

間的個人代購業者人數超過40萬人，有些人一個月可以賺

到80萬日圓。但從今年1月開始，這些代購買家忽然之間

全不見了。以日本高島屋百貨的大阪店以及新宿店為例，

過去春節辦理免稅的退稅金額年年增高，今年卻減少了3

成左右。以賣中古愛馬仕包等高級奢侈品為主的中古商店

ALLU新宿店，過去有8成的客戶都是來自中國的代購業

者，今年1月開始，卻連一組中國客人都沒有出現。

「電商法」造成的影響還不止這些日本百貨店或是中

古精品店，就連人氣最旺的藥妝店也是哀聲四起。大阪心

齋橋的幾家連鎖藥妝店，現在不但四處都貼出中文的「促

銷」、「免稅」海報，甚至還得要找人站在窗邊櫥窗大

跳熱舞招攬客人才行。過去中國到日本爆買的熱門日用

品，花王的紙尿褲還有小林製藥的退熱貼片，從今年春節

的銷售資料上來看，這些曾經被中國客人追捧的「熱門商

品」，現在也全都陷入銷售苦戰。

假貨和侵權：平台要擔責

電子商務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一直因假貨泛濫備受

批評。一些電商經營者仿製國外正品，以低廉的價格出售

賺取利潤。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淘寶網曾多次因售賣「山寨貨」

受到指責。2018年1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再次把阿里

巴巴集團旗下的淘寶網列入「惡名市場」名單，指淘寶網

上仍然充斥「大量的侵權物品」。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2011年2月發佈首份「惡名市場」名單以來，中國著名的

電商百度、搜狗、京東等都曾被列入其中。



《電商法》第八十四條規定，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對

平台內經營者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未依法採取必要措施

的，由有關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5

萬至200萬人民幣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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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專家同時也指出，雖然《電商法》對於知識產權保

護做了全面、完善的規定，但是能否有效遏制侵權現象，

仍要看執法力度，以及中國的企業和個人有沒有守法意

識。華

「電子商務法」與民眾息息相關的重點如下

重點 說明 「電子商務法」規定

微商、直播銷售等
列入電商範疇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民眾的購物
方式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各種銷售不
僅僅存在淘寶、京東等電子商務平臺上，
利用朋友圈、直播等方式的銷售層出不
窮。「電子商務法」明確：微商等列入電
子商務經營者範疇，受該法約束。

．�本法所稱電子商務經營者，是指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從事銷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
織，包括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平臺內經營者以及通過自建網
站、其他網絡服務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電子商務經營者。

淘寶個體等需進行
市場主體登記

目前，個人開網店不需要進行工商登
記，很多「微商」的進駐幾乎是零門檻。
今後，電子商務經營者應依法辦理市場主
體登記。

．�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但是，個人銷售
自產農副產品、家庭手工業產品，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
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和零星小額交易活動，以及依
照法律、行政法規不需要進行登記的除外。

 「刷好評」行為將
被禁止

「親，給個五星好評吧，返2元紅包！」
網購中，部分賣家在評論上做起文章，一
方面利用「小恩小惠」誘導消費者給好
評，一方面購買「水軍」刷好評，這樣的
舉動將被禁止。

．�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全面、真實、準確、及時地披露商品或者
服務信息，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電子商務經營者不
得以虛構交易、編造用戶評價等方式進行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
商業宣傳，欺騙、誤導消費者。

網絡搭售商品不得
設置為默認

買機票搭個「專車」接送，訂酒店搭個
SPA放鬆……看似貼心的服務，有些却是默
認搭售，讓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購
買了。

．�電子商務經營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
者注意，不得將搭售商品或者服務作為默認同意的選項。
．�違反上述規定者，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
法所得，可以處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
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雙十一」快遞無
限延期？不行！

每到「雙十一」，網購商品遲遲未到總
會讓很多用戶倍感焦急。其實，各種理由
都不能是理由，賣家應約定交付時間，並
承諾運輸中的風險與責任。

．�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按照承諾或者與消費者約定的方式、時限
向消費者交付商品或者服務，並承擔商品運輸中的風險和責
任。但是，消費者另行選擇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的除外。

擅自刪差評最高將
處以50萬罰款

有些產品不好，消費者記錄下真實的感
受，却被賣家或者平臺刪掉。

．�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當建立健全信用評價制度，公示信用評
價規則，為消費者提供對平臺內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進
行評價的途徑。
．�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得刪除消費者對其平臺內銷售的商品或
者提供的服務的評價。
．�違反上述規定者，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共 享 單 車 押 金 難
退？不得設不合理
條件

網上訂酒店、騎共享單車等，往往需要
消費者先交納部分押金，但隨著電子商務
發展，押金退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有些
品牌的共享單車押金難退的問題，受到了
全國各地多家媒體的關注。

．�電子商務經營者按照約定向消費者收取押金的，應當明示押金
退還的方式、程序，不得對押金退還設置不合理條件。消費者
申請退還押金，符合押金退還條件的，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及
時退還。
．�違反上述規定者，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五萬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二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乘坐網約車遇害平
台應承擔相應責任

不久前，鄭州空姐、溫州女孩乘坐網約
車遇害，引發全民討論，發生惡性事件，
提供網約車的平台有責任嗎？

．�《電子商務法》：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平台
內經營者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
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行為，未採取必要
措施的，依法與該平台內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電子支付出現問題
誰之過？

電子支付，已經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一旦電子支付出現錯誤，該怎麼辦？

．�電子支付服務提供者提供電子支付服務不符合國家有關支付安
全管理要求，造成用戶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社
群媒體臉書（Facebook）已滿15歲，臉書創立於

2004年，當時的名稱為TheFacebook，原本只提供哈

佛大學學生使用，如今已成為串聯起約莫23億用戶的全球

企業。

它出生於桌上型電腦的時代，不僅比iPhone早了3年，

介面上也沒有廣告。從2006年9月開始，變開始有越來越

多人在Facebook上活躍互動，同時Facebook也逐漸吸引越

來越多人加入，並且產生更多數據交換與內容流量，因

而開啟Facebook龐大的廣告業務發展，甚至在智慧型手

機與行動網路持續發展下，目前行動裝置廣告已經成為

Facebook主要營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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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收購知名社交APP以壯大實力
在組織規模逐漸擴大，Facebook也開始對外進行收

購，包含眾人常用的WhatsApp、Instagram在內服務目前都

已經成為Facebook所有資產，同時Facebook也開始運用旗

下資源擴展線上社群以外項目，例如收購Oculus VR擴展

虛擬視覺應用，並且藉由Internet.org設法以創新方式讓更

多人可以輕易上網。

但隨著Facebook發展規模擴大，連帶產生的隱私、網

路言論暴力，甚至假新聞、輿論所產生影響也形成相當大

的問題，導致Facebook服務開始受到批評、質疑。而為了

解決此類問題，Facebook也持續藉由關懷、協助等方式降

低網路暴力，並且配合政府機構改善隱私與假新聞所造成

影響。

截至去年年底，臉書的全球用戶已達23億人，也創下

歷來最高的年營收220億美元，目前臉書市值4800億美元

（2月中旬）。

隱私及假新聞是臉書最被詬病的問題

但在臉書15周年之際，這個社群網站也因對用戶隱私

權把關不力，而飽受批評。英國政治顧問公司「劍橋分

析」去年三月被踢爆，從臉書不當獲取了逾五千萬人個

資。俄國2016年利用臉書散布假新聞，干預美國總統大

選。深陷風波紛擾的祖克柏還親自出席國會作證，被參議

員輪番拷問。

其中最駭人聽聞者，莫過於緬甸軍方以臉書假帳號

散布反穆斯林仇恨言論，試圖煽動洛興雅種族屠殺。2月

初，科技網站TechCrunch甚至踢爆臉書付錢給青少年用

戶，以追蹤他們的網路使用活動。

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已邁入15周年。Facebook創立於2004年，目前成長至全球每月用戶
人數超過23億，並且收購包含WhatsApp、Instagram、Oculus VR等公司，同時期望藉由Internet.org
服務等方式讓更多人可以連接上網。

臉書走過的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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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Facebook發展規模擴大，連帶產生的隱私、網路言論暴力，甚至
假新聞、輿論所產生影響也形成相當大的問題，導致Facebook服務開始
受到批評、質疑。



德國下令臉書自我克制，不得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德國聯邦卡爾特局（Federal Cartel Office）經過3年調

查，2月做出一項劃時代的裁決，表示全球最大社群網站

臉書（Facebook）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在未告知或未經同

意下收集使用者資訊，因此下令臉書自我約束收集資料的

行為。臉書則表示，裁決結果低估臉書面臨的市場競爭，

並動搖去年生效的歐洲隱私規定，他們將提出上訴。

德國當局特別反對臉書將第三方應用程式（app）

使用者資訊匯整的作法，包括來自臉書旗下通訊軟體

Whatsapp和社群軟體Instagram（IG）；也反對臉書甚至追

蹤非用戶的網路行跡。德國聯邦卡爾特局要求，臉書若欲

將Whatsapp、IG和第三方網站收集到的用戶資料和臉書使

用者帳號整合，必須先徵求使用者同意。若遭到拒絕，也

不得將使用者排除在臉書服務之外。

德國聯邦卡爾特局局長孟特（Andreas Mundt）表示：

「未來臉書將不能強迫使用者同意他們實際上不受限制的

資料收集，和把臉書以外的資料歸入使用者臉書帳號。」

「臉書淪數位流氓」英國會籲加強監管

2月出爐的英國國會調查報告也指控，社群網站龍頭

臉書是「數位流氓」，蓄意違反英國資料保護和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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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用戶的隱私設定，將用戶個資賣給應用程式開發商牟

利，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更藐視英國國會拒

絕出席聽證會，呼籲英國政府要加強監管。

英國國會數位、文化、媒體暨運動委員會，耗時1年

半檢視包括臉書創辦人祖克柏等高層的電郵及內部文件，

2月發表長達108頁的調查報告，指控臉書無視用戶的隱私

設定出賣用戶個資，這些資料甚至成為臉書霸凌競爭對

手的工具，刻意讓對手無法取得臉書用戶資料，迫使其倒

閉。報告痛批：「像臉書這樣的企業不應成為網路流氓，

應受到法律管轄，不能放任他們未受監管迅速擴大。」

報告並痛批，臉書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遭俄

羅斯刻意散布假新聞企圖影響選情，凸顯臉書創辦人祖克

柏缺乏領導能力，建議英國政府應加強監管社群網站，並

加重懲罰使其心生警惕。

臉書給世界帶來的是正面還是負面影響

2 0 0 4 年 ， 臉 書 創 辦 人 兼 執 行 長 祖 克 柏

（MarkZuckerberg）最大的煩惱可能是差點被哈佛退學；

但到2019年，他要擔憂的是政府立法對他一手打造的王國

帶來的威脅，以及儘管有著串聯人群、建立社群的遠大目

標，臉書為世界帶來的正、負影響已慢慢浮現。

15歲的臉書，讓世界更好？還是更對立？
從祖克柏在哈佛宿舍裡創辦的小規模社群平台，到征

服世界的矽谷傳奇，席捲世界的「臉書」，是否讓世界更

好？有些人認為，有個和親友聯絡的平台是好事，但若臉

書出現的都是「同溫層」的訊息，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謂的同溫層（filter bubble）現象，是社群網站 （尤

其是臉書） 興起後，由於個人化演算法的緣故，看到的多

是與自己相同或是相似的想法與言論。美國千禧世代中，

61％將臉書當作主要的資訊接收平台；然而，臉書、推特

等社群平台的演算法邏輯，正是造成「資訊泡泡或同溫

層」的關鍵因素。資訊吸收的單一化，也正給「假新聞」

一個切入的管道。這也就是當前臉書最被人詬病的問題。

在面對激烈的競爭下，接下來祖克柏能否帶著

Facebook走向下個15年，就讓大家拭目以待。華

透過以下數字，回顧臉書走過的15年

．�全球有網路人數為39億，臉書於2012年達一億用戶，如今每
日用戶為15億，每月用戶人數超過23億。

．2004年員工人數7人，2018年成長至3萬5587人。

．�臉書2010年花費25萬9507美元用於遊說美國政府，2018年金
額增至1260萬美元。

．2012年臉書以10億美元收購照片分享網站Instagram。

．�2012年5月，Facebook上市，通過IPO融資了160多億美元，市
值達到1040億美元，當時更是美國歷史上新上市公司獲得的
最高市值。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被指控有許多假新聞在Facebook盛
行影響選民，這些假新聞對特朗普的競選有利。

．�2018年營收550億美元，同年獲利220億美元。

．�2018年3月，《衛報》和《紐約時報》報導有8700萬個
Facebook用戶的個人信息被賣給了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這是一家為川普總統競選團隊工作過的政治數據
分析公司。

．�祖克柏截至2019年2月1日的淨資產為624億美元。

．�因臉書被控淪為干預選舉工具、資料隱私等問題，祖克柏於
2018年4月在國會作證時間長達10小時。

．�2018年9月Facebook傳出重大用戶個資外洩危機，有5000�萬用
戶帳號受到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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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0大最創新企業
中企「美團點評」拔得頭籌

美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2月公佈「全球50大最創新企業」榜單，蘋果跌落至第17名，榜
首則由中國企業「美團點評」拔得頭籌，排在前五名的還有拼車公司Grab、NBA、迪士尼和電子商務
零售商 Stitch Fix。

美
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2月公佈「全球50大最

創新企業」榜單，在員工數十人的中小企業至國際

品牌間的35個行業數千家公司進行調查，鎖定各家公司今

年最受矚目的技術創新，對業務、產業或者文化造成何種

程度的影響。

中企美團點評榮獲榜首，成為最具創新公司

今年榜首由「美團點評」拔得頭籌。美團點評是中國

企業，以「吃」為核心，經營橫跨食物外賣、叫車、電影

購票、飯店預約到外語學習等，超過200項生活服務的電

商平台。美團點評是目前中國外賣服務的龍頭企業，旗下

擁有美團、美團外賣、美團打車等多款App服務，並掌握

自有送餐車隊，配合其一體化的線上、線下整合服務，能

良好把控送餐時間、服務品質等消費者體驗。

Fast Company認為，美團是開創性的交易型超級應用

程式。美團加速中國在食品、酒店住宿和電影票等服務的

預訂和交付。2018年，美團為2,800個城市的3.5億多人提

供277億筆交易，等於每秒處理1,783個美團服務，每個客

戶平均每週使用三次該服務，總交易額高達338億美元。

蘋果缺乏創新，滑落第17名
2018年佔據榜首的蘋果，在今年公佈的榜單中滑落至

第17位。《Fast Company》資深編輯Amy Farley表示，「他

們的產品缺乏創新，且硬體銷售也出現頹勢。」1月底公

佈的財報中，iPhone銷售額下滑15％，與前一年相比，營

收大跌100億美元。

蘋果今年最受矚目的新產品，不是手機或者平板，而

是一塊晶片。在2018年9月首次亮相的Apple A12 Bionic，

是全球第一款量產出貨的7奈米製程晶片，能使iPhone在

運行AI、AR以及高端攝影等需要大量運算資源的應用

上，更具競爭力。每年上榜企業都不盡相通，Amazon、

Buzzfeed、Warby Parker、Google等都曾是近年來的榜首，

但到今年甚至全數掉出榜外；去年位居第2名的Netflix、第

4名騰訊、第12名Instagram、15名Walmart等企業，今年榜

上也同樣不復存在，幾乎可說是大洗牌。

相比之下，蘋果近5年榜上不曾缺席，且排名多在10

名以內，創新能力上仍舊名列前茅。

「超級App」崛起，創造新經濟
美團點評的成功，昭示著「超級App」（super app）

帶動的經濟力量，在這份榜單中名列第2位的Grab，就是

發展超級App的另一成功案例。

《Fast	Company》2019「全球50大最創新企業」榜單

1 美團點評

2 叫車平台Grab

3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

4 迪士尼

5 電商Stitch�Fix

6 SweerGreen�餐廳

7 食物保鮮技術公司Apeel�Sciences

8 移動支付公司Square

9 植物飲料品牌Oatly

10 遊戲直播服務Twitch

15 阿里巴巴

17 蘋果公司

18 遊戲引擎開發商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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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位於新加坡的Grab，是一間成立於2012年的東南

亞叫車服務平台，去年收購Uber東南亞業務的這家公司，

還拓展食品配送、旅遊預訂和金融服務等業務領域，去年

營收高達10億美元。

以叫車平台為起點，Grab力求成為「日常超級App」

（everyday super app），把目標放在讓使用者的所有日常

需求，都能在一款App上獲得滿足。他們近期也與中國數

位醫療企業「平安好醫生」合作，期望整合網路醫療諮詢

服務。

今年榜單趨勢：新零售、電玩產業

新零售與電玩產業可說是新年榜單重點趨勢。透過AI

與大數據帶動商業模式的服飾電商Stitch Fix，從去年13名

扶搖直上到第5名。

Stitch Fix每個月會挑選5件服飾，寄送給客戶，客戶可

以從中購買滿意的服飾，並將其餘服飾寄回。若沒有購買

任何一件衣服，才須支付20美元的包裹費用。在背後支撐

這獨特經營模式的，是Stitch Fix龐大的資料庫與演算法。

為減少退貨機率，Stitch Fix的每位顧客除必須詳細填寫身

材、偏好風格樣式等資料外，還需要在Pinterest上建立時

尚板塊。

透過這些資料，該公司演算法會從庫存中，整理出符

合顧客要求的服飾，並精準鑑別出言語上不會提及的微妙

差異，最後再由造型師參考購買機率、重複性等資訊，做

出最終決定。

盒馬鮮生再度以創新概念上榜

作為探索「新零售」概念的始祖，阿里巴巴也憑借旗

下生鮮超市盒馬鮮生，拿下第15名。

盒馬鮮生是一家匯集阿里巴巴對新零售想像，結合生

鮮超市、熱炒店及外送服務的一間智慧超市，主打販售生

鮮食品，並由廚師烹煮，提供消費者現場品嚐新鮮食材做

成的料理，甚至可以透過App下單點餐，外送到府。Fast 

Company認為，盒馬鮮生已經在中國19座城市開設了100多

家店，它們以科技為動力的點餐和送貨服務，以及令人滿

意的店內體驗，吸引了眾多消費者。盒馬成熟門店每平米

的年平均銷售額超過了7300美元，使其成為更有價值的零

售環境之一。

遊戲領域表現強勁，多家相關企業首次入圍

電玩、電競產業是另一個異軍突起的類別，多家相關

企業展現強勁風采，美國職籃組織NBA就憑藉入主電競領

域，從去年的第10名竄升至第3名。去年NBA觀眾人數創

下新高，且媒體服務用戶增加3％。連續四個賽季打破觀

眾人數紀錄、串流服務訂閱人數成長63％、整體營收也大

幅提高25％，NBA去年的強勁表現，新成立的NBA 2K電

競聯盟功不可沒。

NBA更為電競賽事推出運動彩券，開放觀眾對選手下

注，並將數據整合到運彩平台上即時顯示，增加觀眾收看

每一場比賽的欲望。

以遊戲實況為大宗的實況平台Twitch，近5年來首次登

上這份榜單，並奪得第10名的地位。

去年秋天，Twitch重新設計了生活類實況頻道，希望

能推廣烹飪、健身與談話性節目等類別實況，同時舉辦電

視節目馬拉松，播放超時空奇俠、Bob Ross的歡樂教室等

主流節目，更與NFL（國家美式足球聯盟）達成合作，在

第四季轉播週四晚間賽事。

知名遊戲引擎開發商Unity，也首次入圍本次榜單第18

名，該公司推出的3D開發工具套件，在2018年獲得更為廣

泛的應用，這項在電玩產業醞釀出的技術，如今應用遍及

汽車、電影甚至建築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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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稅已成全球趨勢
法國將對大型科技業者在法國的廣告及電商平台營收課徵3％數位稅，預料今年10月就將為

Google及亞馬遜等矽谷科技巨擘額外帶來數十億美元的稅負成本。紐西蘭將自2020年起針對谷歌、
臉書及亞馬遜等跨國網路服務業者開徵數位稅，使紐西蘭成為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印度及

澳洲之後，最新一個試圖以數位稅解決跨國科技公司逃稅問題的國家。

法
國將針對全球年營收逾7.5億歐元、以及法國數位

營收至少2,500萬歐元的廣告及電商平台業者，課徵

3％的數位稅，並回溯至2019年元旦。課稅的主要目標對

象為網路市集業者、出售目標廣告數據的業者、及目標線

上廣告的銷售商，預料將影響Google、亞馬遜、臉書及蘋

果等業者。

數位稅每年為法國國庫增加5億歐元收入
法國經濟暨財政部長勒麥爾（Bruno Le Maire）估計，

該稅每年將為國庫增加約5億歐元的收入，到2022年將籌

得6.5億歐元。Le Maire認為Google、亞馬遜和Facebook的

所得稅率遠低於歐洲其他公司的稅率，並表示「一旦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達成協議，法國將撤回自己的

稅收。」法國國會預定4月討論這項措施，但法國總統馬

克宏帶領的政黨在國會掌控多數席次，因此此措施可望在

國會輕騎過關。

根據勒麥爾3月初提出的草案，全球營收只要超過 7.5

億歐元，及法國營收至少達 2,500 萬歐元的網路公司會被

課稅。倘若未達這兩項標準，將不會被課到稅。勒麥爾

說，大約30家來自美國、中國、德國、西班牙、英國，還

有法國的網路公司會受到影響。勒麥爾指出，此舉關乎

「財稅正義」，「這些網路公司所繳的稅比歐洲中小企業

少了 14％」。根據法國政府宣布的細節，這項稅收將在

每年4月徵收，可分兩次繳納，而兩次都必須在10底前繳

納。

法國新推的數位稅，

將加重美國在新一輪多邊

會談遭遇的壓力。經濟合

作組織（OECD）正探討

如何在數位時代修改公司

稅務體系，法國等歐洲國

家希望建立一套系統，讓

矽谷企業為當地獲利負起

更大的納稅責任，但愛爾

蘭、丹麥和瑞典等國因擔

心嚇跑投資，而擋下歐盟

新稅，德國則是忌憚美國

對德國車報復，顯得興趣

缺缺。

各國數位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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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針對全球數位營收2億
英鎊、英國數位營收
2,500億英鎊的業者課徵
2%數位稅，預定2020年
1月生效。

西班牙
西班牙已提議對全球年
營收7.5億歐元、且西
班牙年營收3億歐元的
數位業者，課徵3%的
數位稅。

法國
針對全球年營收逾7.5億歐
元、以及法國數位營收至少
2,500萬歐元的廣告及電商平
台業者，課徵3%的數位稅，
並回溯至2019年元旦。

德國
針對跨國網路服務公司
課徵當地線上廣告營收
15%數位稅。

印度
針對印度用戶量超過20
萬人的跨國網路服務公
司，課徵當地營收40%
數位稅。

紐西蘭
2020年起，凡是跨國企
業在紐西蘭進帳的營收
都將課以2％或3％的數
位稅。



美國希望避免把各國單邊課稅制度整合成一個方案，

也反對針對科技業的措施，建議把課稅重點放在海外行銷

開支課稅，作為妥協。

歐洲多國將開徵數位稅

目前歐洲已有多國想開徵數位稅，西班牙已提議對

全球年營收7.5億歐元、且西班牙年營收3億歐元的數位業

者，課徵3％的數位稅；英國2月底發布細節為全球最詳盡

數位稅提案，正尋求公眾意見回饋，英國的數位稅將對全

球數位營收2億英鎊、英國數位營收2,500億英鎊的業者課

徵2％數位稅，預定2020年1月生效。

比利時也已提出數位稅提案，想對全球年營收7.5億歐

元、歐盟營收5,000萬歐元、銷售用戶數據的企業，課徵上

述活動營收3％的稅收。奧地利和德國則聚焦於對網路廣

告課稅。

法國數位稅（GAFA稅）取名字四大數位科技公司
巴黎積極推動所謂的「GAFA 稅」，確保在歐洲擁

有龐大商業營運的全球網路巨擘繳納公平份額的稅款。

GAFA 稅取名谷歌（Google）、蘋果（Apple）、臉書

（Facebook）和亞馬遜（Amazon）這 4 家公司的英文字首

縮寫。

Google發言人表示，「我們總是支付所有應繳稅款，

並遵守我們在全球經營的每個國家/地區的稅法，Google支

付的企業所得稅在美國佔絕大部分，且過去十年間，我們

支付了全球有效稅率的23％。」

Facebook也表示會支付法律要求的所有稅收，並將繼

續遵守法國和歐洲法律。Facebook發言人說，「在法國，

我們自願在2018年建立了一個新的銷售和發票結構，從現

在開始，所有針對我們法國團隊的廣告收入紀錄都在法

國。我們希望OECD能夠完成其工作並創建一個明確的、

可持續的全球稅收協議。」。

跟進歐洲，紐西蘭開徵數位稅

紐西蘭政府也宣布，將自2020年起針對谷歌、臉書及

亞馬遜等跨國網路服務業者開徵數位稅，使紐西蘭成為英

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印度及澳洲之後，最新一個

試圖以數位稅解決跨國科技公司逃稅問題的國家。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ern）內閣預定在今年5

月公布審議文件，內容將詳述如何修改現行稅法，以確保

跨國企業繳納合理稅金。根據紐西蘭政府提出的新稅法，

凡是跨國企業在紐西蘭進帳的營收都將課以2％或3％的數

位稅，與上述其他國家提出的數位稅率類似。

儘管各國不斷呼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針

對跨國網路服務業者提出國際一致的數位稅框架，但奈許

坦言「OECD程序跑太慢」，使紐西蘭不得不自行修法。

數位稅可為紐西蘭政府帶來每年8千萬紐元稅收
根據紐西蘭政府估計，跨國網路服務業者每年在紐西

蘭創造27億紐元（約19億美元）營收，照上述數位稅率計

算可為政府帶來每年8千萬紐元（約5,500萬美元）稅收。

以谷歌為例，該公司提交紐西蘭政府的文件顯示2017年

谷歌在當地繳納的營業稅僅39.2萬紐元。谷歌對此強調，

2017年公司在紐西蘭虧損100萬紐元。另有資料顯示，

2014年臉書在紐西蘭繳交的稅金更是少得驚人，只有4.3萬

紐元。臉書對此表示，公司完全是依照紐西蘭及其他據點

所在國家稅法行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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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政府也宣布，將自2020年起針對谷歌、臉書及亞馬遜等跨國網
路服務業者開徵數位稅，使紐西蘭成為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

印度及澳洲之後，最新一個試圖以數位稅解決跨國科技公司逃稅問題的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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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撤資紐約HQ2
或能刺激美國科技經濟

美國電商巨人「亞馬遜」（Amazon）被迫放棄原訂的「紐約第二總部」（HQ2），但專家表
示，投資到其他城市也許更有利於美國科技經濟。此外，在這一年的選址過程所匯集的海量資料，將

成為企業的一大資產。

美
國電商巨人「亞馬遜」（Amazon），2018年向全

美城市發出徵募公告，要求各大城市提出招商計

畫，好讓Amazon能從優投資、注資50億美金開設「第二

總部」（HQ2）。經過漫長的選擇，2018年11月Amazon

正式宣布：HQ2將分拆落腳於維吉尼亞州的「水晶城」

（Crystal City，華府南郊）與紐約州的「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紐約市皇后區）。但相關投資卻引發紐約市民

的強力反彈，並質疑相關計畫「黑箱」、「炒房」、「圖

利財團」。意外形成的政治壓力，最終迫使Amazon於2月

14日強硬宣布：HQ2計畫將放棄紐約，全面撤資。

水晶城與長島市，都是精華地段

「水晶城」的位置，與華盛頓特區僅隔了一條波多馬

各河，其北方為阿靈頓公墓，但東方緊鄰華盛頓的「雷根

國際機場」（DCA），於交通、政治與人才往來，都是

DC生活圈的投資熱點；「長島市」的條件則更為驚人，

其位置坐落在紐約市皇后區的西側，與曼哈頓中城區、聯

合國總部僅有一水之隔，是相當中心的精華地段。

情人節跟紐約分手

2月14日，美國電商Amazon針對爭論已久的HQ2計

畫，發出強硬的撤資聲明：「對Amazon來說，投資開發

『新總部』的承諾，需要建立起正向、合作的關係，並取

得州政府與地方民選官員對我們的長期支持。」「儘管超

過70％的紐約市民，支持我們的計畫與投資；但『部份』

州立與地方政客，卻明白地表達對我方的反對、拒絕與我

們在長島市合作。儘管我們熱愛紐約，但仍得到遺憾的結

論：Amazon已正式取消在長島市的總部計畫。」

25億美金投資以及至少2萬5,000個工作機會
當時，熱情爭取Amazon入駐的紐約州長——古莫

（Andrew Cuomo），曾歡欣鼓舞地宣布：Amazon的進

駐，將為紐約帶入至少2萬5,000個工作機會。此外，除了

貝佐斯財團直接承諾的25億美金投資外；長期來看，紐約

地區也將增加270億美金以上的額外稅收。

古莫強調，在金錢數據之外，Amazon選擇「大蘋

果」，也讓紐約得到了「產業轉型的機會」。紐約市或

可藉由Amazon的總部設立，將自己打造成足以媲美西岸

矽谷的「科技新創基地」。讓全新的科技產業鏈，分散紐

約市對金融服務業的過度仰賴，以多元化的新經濟，扭轉

「紐約被華爾街財團牽著鼻子走的長期惡名」。但由於協

議商內容未告知居民，且居民擔心HQ2會有炒房問題，導

致以長島市居民為中心的「反Amazon行動」，迅速從草

根社區竄燒。「黑箱決策」、「生活成本」與「稅賦特

權」，成為了長島市居民對抗Amazon的反財閥口號。

也有評論指出，長島市在紐約市（資本轉換力超

強），水晶城也緊鄰著DC（政治影響力超大）。兩座中

選城市各自的先天條件，都有難以取代的區位因素，就算

沒有Amazon的投資，雙城的招商條件依舊是強而有力—

比起紐約需要Amazon，或許Amazon更需要紐約。

放棄紐約總部計劃可能有利於美國科技經濟

亞馬遜公司放棄在紐約市打造新總部的計劃，將繼續

投資於在北美的其他17個公司辦公室和技術中心，並繼

續推進規劃中北維吉尼亞州和納什維爾（Nashville）的項

目。區域經濟發展專家稱，長期而言，該決定可能會讓美

國的科技經濟顯著受益。



區擴張的大量資料和藍圖。專家和分析師表示，這些海量

城市檔案（包括亞特蘭大、波士頓、丹佛等）為亞馬遜提

供了物流、規劃和人口方面的大量資料，能對該公司的倉

庫、資料中心、設施投資以及區域員工中心開發的選址起

到幫助作用。

諮詢公司AlixPartners LLP負責技術、媒體和電信業務

的全球聯席主管Francesco Barosi表示，亞馬遜毫不費力地

獲得了關於市政基礎設施、公共政策和影響總部選址的其

他因素的寶貴資訊。該公司在審查提案時進行了盡職調

查，這個過程中也可能收集到了寶貴的情報。

Barosi表示：「這種海量資訊不僅在下一次擴張中非

常有用，也有助他們的混合模式。這種模式對地點的規模

要求不大，但要接近人才和消費者需求。」

各行各業都在爭奪科技人才

亞馬遜過去五年全球員工總數增長逾四倍，達到近

64.8萬人，對該公司來說，放棄紐約總部計劃不太可能導

致其擴張放緩或停止在該城市招聘。亞馬遜在紐約有800

多個職位空缺。

不僅僅是矽谷同行在爭奪科技人才，從汽車製造商到

保險公司再到醫療保健公司，各家公司都對軟體開發及其

他領域的專業人才求賢若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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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形成的政治壓力，最終迫使Amazon於2月14日強硬宣布：
HQ2計畫將放棄紐約，全面撤資。

區域經濟發展專家認為，解決西雅圖和矽谷過度擁擠

問題的辦法，不是在紐約市這樣已擁擠不堪的城市建造另

一處科技公司總部，而是向外分散。最好的情形便是亞馬

遜把原計劃在紐約市創造的2.5萬個工作崗位分散給其他這

些地方。

European Startup Initiative研究負責人Natalie Novick稱，

規模較小的市場可能更歡迎如亞馬遜這樣能創造就業的公

司，且透過將更多資金和人才放到其他地區，該公司有機

會建立未來的科技中心。即使亞馬遜只在其已經設有辦公

室的地區拓展，該公司也可能打造出能與美國一線都市媲

美的城市，就像美國科技公司在歐洲和亞洲建立起的初創

企業中心一樣。

都柏林以優勢稅率，吸引科技巨頭

Novick表示，美國二線城市正如2011年前後的都柏

林。當年都柏林的優勢的稅率，吸引Google、蘋果公司、

微軟等科技巨頭，但接下來發生的事在全球很多初創公司

中心都能看到。

首先，擁有較好資源、發展迅速的公司出現並開始招

聘人手。然後，最有雄心和才能的人會建立自己的初創公

司，有的被收購，有的則壯大為較大型企業。部分此類創

始人成為天使投資人，為新一批初創公司提供資金，打造

一個良性循環，類似於當初造就了矽谷的體系。

如果斥重金在紐約建立第二總部，亞馬遜並不能發揮

同樣的作用。亞馬遜在紐約落戶的話並不是打造科技社

區，只不過是去了一個已經擁有一大堆合格潛在人才的地

方。

Novick稱，如果亞馬遜繼續向地區小型總部輸送員工

和資源，亞特蘭大、鳳凰城和底特律這樣的城市可能會變

成下一個都柏林、柏林或阿姆斯特丹。都柏林、柏林或阿

姆斯特丹是歐洲的科技中心，得益於美國公司的湧入，才

使得這些城市發展迅速。

海量資訊有利於對企業相關投資

此外，分析師表示，亞馬遜這一年來透過物色第二總

部選址的過程，讓企業獲得可用於在美國一些最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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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拉格斐
時尚圈永遠的傳奇巨人

「時尚老佛爺」之稱的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於2月19日逝世於巴黎，享年85歲。這
位掌握Chanel、Fendi設計大權，是時尚圈最重要的面孔。拉格斐在時尚圈開創的傳奇，就屬他讓過
氣的香奈兒死裡回生，他從法國品牌Chloé設計發跡，後來接掌FENDI和香奈兒設計大位，在時尚界
個人風格十明顯。

卡
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被華人世界譽為「時

裝界老佛爺」，生前是香奈兒（Chanel）和芬迪

（Fendi）的創意總監，並擁有與自己同名的品牌。他是該

行業最多產的人物之一。他標誌性的馬尾辮和深色眼鏡，

使他成為全球時尚界的代表人物。

卡爾．拉格斐1933年在德國漢堡出生，14歲到巴黎打

天下，1954年贏得國際羊毛大賽的大衣獎。（同年，19歲

的Yves Saint Laurent贏得了雞尾酒禮服類別的獎項，兩人

成了朋友。）隨即被聘用為初級助理，然後在高級時裝屋

Balmain擔任學徒，開創他的設計之路。之後先陸續受邀

擔任Maison Jean Patou首席設計師、法國品牌Chloé設計總

監，為Chloé奠定迄今仍印象強烈的浪漫女人味。而1965

年他受到Fendi邀約，擔任品牌設計總監，讓皮草展現了時

髦現代感，開創之後長城秀等為人津津樂道的時尚印記，

更創造出如今品牌經典的「FF」標誌。

他在1984年推出個人同名品牌，風格俏皮可愛，他的

愛貓時常出現在設計中。2005年被出售給Tommy Hilfiger

集團，目前由投資基金Apax Partners持有，在中國的代理

權則是七匹狼集團。但是卡爾．拉格斐最著名的就是擔任

Coco Chanel創意總監。

創新融合傳統，香奈兒起死回生

1983年卡爾接任Chanel創意總監，他從香奈兒女士的

各面向：公寓、旅遊、戀情等，全成為卡爾的靈感來源，

發掘雙C、山茶花等世人熟知的品牌標誌，他接法國地氣

卻常又反骨的呈現設計，像羽毛、鍊帶、珍珠等頂級素

材，可與PVC塑料、牛仔、毛巾布等過往平價材質結合，

而他擅長打造時尚秀的殿堂氣勢，火箭、冰山、旋轉木馬

等各種大型裝置都曾被搬進過品牌長期辦秀的大皇宮，給

人們對香奈兒大器十足的印象。

他的天才在於他對Chanel作品精妙的操控。在品牌既

有的優雅特質根基上，拉格斐為 Chanel 注入了更加現代、

女性化的標誌性元素—例如現今大眾熟悉的粗花毛呢、白

色珍珠、雙Ｃ標誌、亮片、鍍金⋯⋯等，—並將高端奢侈

品牌接軌大眾市場，使得 Chanel 再次成為全球時尚愛好者

的夢幻逸品，並且更上層樓。

在這個過程中，他幫助品牌建立了一個數十億英鎊

的奢侈品帝國，並為Tom Ford、Nicolas Ghesquière和Marc 

Jacobs等設計師在重振品牌的過程中，描繪了一組藍圖。

根據品牌於2017年首度對外公布的財報，Chanel 在2016年

就大賺了13.5億英鎊。

卡爾曾拍過多部紀錄片，當中都透露不少他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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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拉格斐（右）標誌性的白領、皮手套、深色太陽鏡和馬尾

辮，使他成為全球時尚界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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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與私下一面，在Netflix紀錄片《決戰7日》（7 Days 

Out）中，他透露，剛年接手香奈兒時，所有人都勸他

「不要碰，它（香奈兒）已死。」但他說：「事實上它

是已經死了。但當我開創一個時裝系列，一切都煥然一

新。」在他的手下，這家法國精品找回了重生的力量，並

從一度破產的邊緣，重登回了時尚圈的前鋒龍頭。

創意與不羈，創造時尚尖端

這位生於德國的設計師一直以來因其才華和聰慧著

稱，他不僅為業界最具標誌性的品牌帶來革命，還改變了

時尚本身的方向。他的成就拓展了時尚的影響力，深入名

人文化到高雅藝術的各個方面，他為這個曾經高高在上的

行業注入了勇氣、年輕和不羈。

卡爾．拉格斐的工作勢不可擋，令人眼花繚亂，即使

在晚年，他的工作量也是十分巨大。他每年要為三個風

格上截然不同的時裝品牌——Chanel、Fendi和他的同名品

牌——設計十幾個系列，並且是唯一一個每季度在巴黎展

出兩個高級訂製系列的設計師。他經常拍攝和執導這些品

牌的廣告宣傳片，也為包括《Vogue》在內的許多重要時

尚雜誌拍攝大片。

他是一位充滿熱情的合作者，在2004年與H＆M一同

開啟了快時尚／設計師合作現象，他的設計天賦還投入到

從Steiff熊到施坦威鋼琴等跨界合作之中。他甚至在巴黎還

擁有一家書店。當然，拉格斐也是Choupette的守護者，這

隻白色的伯曼貓在Instagram上擁有超過10萬的粉絲。

2007年，Fendi在中國長城舉行了盛況空前的時裝秀，

將中國盛世下財富與慾望的光華通過時尚產業推向巔峰。

2016年，香奈兒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辦了展覽，這是自

1959年共產主義革命以來的首次國際時裝秀。

把夢寐以求的西裝當成體重計

這位設計師出人意料的地方遠遠不止於此，他最令人

稱道的事情就是他是一個減肥專家。在2001年，他減掉了

92磅，折合近42公斤，他表示瘦得終於能穿下Dior Homme

的西裝了。他所撰寫的《Karl Lagerfled減肥食譜》（The 

Karl Lagerfeld Diet）成為國際暢銷書。他的減肥毅力非常

驚人，即使最愛的巧克力擺在眼前，也只舔一舔就吐出

來。他甚至表示，「Dior Homme男裝比任何體重計更有

效，畢竟衣服絕不會說謊。」

「馬尾＋皮手套」的招牌造型

儘管時尚風格不斷的變化，但他本人卻始終如一。僵

硬的白領、皮手套、太陽鏡和馬尾辮，使得他變成了一

個代表時裝的人物形象。他曾說過他是一個不擅長髮型的

人，也厭倦了過去的捲髮、更痛恨畫設計圖時頭髮在眼前

晃，所以70年代後期開始就一直以馬尾示人；另外，手套

不離身，根據卡爾的說法，手套讓他的手臂看起來更加修

長，對法國人來說，修長的雙臂是權力的象徵；最後，墨

鏡對他來說是一種保護色，因為他認為沒戴墨鏡時，自己

的眼神像是想被領養的小狗。

卡爾拉格斐是時尚語錄的定義

美國《紐約時報》推崇拉格斐是「20世紀最豐富的設

計師，是時尚語錄的定義」。縱橫時尚界多年的卡爾．拉

格斐，是業界出了名的「工作狂」，他說過：「我的工作

就像是呼吸，因此要是沒呼吸的話，我可就麻煩大了。」

努力不懈的精神，讓他變為香奈兒、FENDI等眾多品牌

的核心人物，舉足輕重，也讓他被譽為時尚界的「老佛

爺」。華

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
知名義大利時裝品牌FENDI與頂級法國時裝品牌CHANEL的領銜
設計師，並擁有同名品牌KARL	LAGERFELD

1958年 出任Jean�Patou的設計師

1964年
成為Chloé的設計師，1972年發表的春夏時裝系列
大獲成功，隨後於1988年離開Chloé，並在1992年
重新擔任該品牌設計師

1965年
FENDI提拔當時還是新進設計師的Karl為主要設計
師，著名的雙F標誌也是出自Karl之手，並將FENDI
推到了高級時裝的一線地位

1983年
Karl成為CHANEL品牌設計師，36年來，不但保留品
牌一貫的黑白優雅精髓，更將高訂工藝發揚光大，
令CHANEL成為世界上最賺錢的時裝品牌之一

1984年 Karl推出個人同名品牌KARL�LAGERFELD

2019年 2月19日，於巴黎逝世，享年85歲

私人生活：1970年代時與法國名流美男子德巴舍爾（Jacques�de�
Bascher）長期交往，直到德巴舍爾1989年去世�



 

想
要在溫暖的地方度過冬季？可以考慮義大利南部的

西西里島（Sicily），為了吸引人口，有些住宅只要

花費一歐元就能享有，在這裡可以盡情欣賞地中海島嶼的

風情，包括瑞士、法國與西班牙等的外國人對此都興致高

昂，如今已出售約10棟房屋。

一歐元即可坐擁地中海美景

義大利西西里島（Sicily）的珊布卡（Sambuca）山間

小鎮，在此隨時可飽覽地中海和沙灘美景，然而隨著年輕

人口外移、人口老化的問題，當地政府希望利用一歐元住

宅的方式，吸引外國人入住珊布卡，讓珊布卡經濟復甦，

變得更有朝氣。

3年內將房子翻修完畢的必要條件
珊布卡副首長，同時身兼該市旅遊顧問的卡奇奧普

（Giuseppe Cacioppo）表示，在珊布卡所有房價只要一歐

元的房子都屬於市政府，並強調市政府並非房屋仲介，所

以「你想要哪間房子，馬上就能搬進去」。

但想要買下珊布卡的一歐元住宅還有附帶條款：新屋

主必須要支付5,000歐元的保證金，保證自己會在3年內將

房子翻修完畢，如果有做到這點就會退回保證金。

珊布卡的一歐元住宅面積為40∼150平方公尺，翻修

費用至少從1萬5,000歐元起跳。

卡奇奧普表示，買家絕對不會失望，這裡有著肥沃的

土地與充滿歷史的文化，「這片土地被稱為地球天堂，我

們位在自然保護區內，擁有豐富的歷史，圍繞在美麗的海

灘和山林間，這是一座靜謐、平和、如田園詩般清幽的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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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世界萬象

歐美許多城鎮面臨人口外移及人口老化的經濟沒落窘境，紛紛推出以一歐元或一

美元促銷購屋的計畫，以及來住就送禮金招募居民的新招，期望能翻轉城鎮經濟，變

得更有活力。

珊布卡「輝煌之城」具有阿拉伯的風味

珊布卡被稱為「輝煌之城」，當初是由希臘人創建

的，但在西元830年被阿拉伯人征服過，一度成為繁榮的

貿易中心。因此保留阿拉伯的風味，該區有狹窄的小巷與

地下通道，又位於知名的埃特納火山健行步道附近，擁有

許多歷史古蹟與葡萄園，當地以生產葡萄酒聞名。大多數

出售的房屋都位於「撒拉森人地區」（Saracen District），

這裡的建築充滿阿拉伯風情，住處設有庭院以及棕櫚花

園。晴朗的時候，住戶可以看到埃特納火山（Mt. Etna 

volcano）。

卡喬波已經收到許多外國人的來信，10套房屋都成功

售出，多是來自瑞士、法國和西班牙的買家。還有其他10

幾棟，但屋況需要立刻翻修。他希望，新移民能夠為小鎮

注入活力，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並保護這些美麗的建築。

買之前先想一下

「海外生活與投資」（Live and Invest Overseas）網站

創辦人佩笛可洛（Kathleen Peddicord）建議，有興趣搬到

珊布卡的人，可能要先規劃一下生活計畫。他說：「（在

珊布卡）生活非常安靜、簡單，除了翻新你的屋子和花園

外，沒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了。」「海外生活與投資」的

編輯卡拉希安（Kat Kalashian）則建議，外國人在搬去珊

布卡之前，最好要先練好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不然很難

在當地找到人幫忙整修房子。

人口老化嚴重 歐洲古老小鎮都推一歐元住宅促銷
在近幾年，歐洲一些古老小鎮都推出過1歐元買房的

促銷，希望增加住民。2018年1月，同樣位於西西里島

歐元住宅
沒落城鎮復甦經濟新妙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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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讓房子維持在空屋狀態。

為了避免阿爾賓恩村就此消失，當地居民提出了「資

助新成員好振興城鎮」的政策。該計畫表示，未來只要一

名成人搬進來，就可以得到2萬5,000瑞士法郎，一名小孩

則可以得到 1萬瑞士法郎。不過如此高昂的「邀請費」自

然是有條件的，除了必須低於45歲、還要一住超過 10年、

且不可以只是單純在阿爾賓恩設置度假小屋。此外，若是

外國人想要申請的話，至少要持有C類許可證，該類許可

證確保申請者在瑞士具永久居留權。

他們也強調當地雖然工作機會不多，但是到大城鎮菲

斯普（Visp）或西昂（Sion）並不用太久，至於通勤到首

都伯恩（Bern）也僅要兩個小時。

將城鎮轉型為大型飯店‧避免城鎮消失

瑞士有些小城鎮其實也面臨了人口銳減的困境，像同

樣位在瑞士南部的科里波（Corippo）就僅剩十幾人還待

在城鎮，因此在2017年11月，他們索性宣布「城鎮轉型」

計畫，打算直接把整個城鎮發展為大型飯店，避免「科里

波」就此消失。華

的甘吉（Gangi）和薩丁尼亞島（Sardinia）的奧洛拉伊

（Ollolai），也曾經推出一歐元住宅來振興村莊。奧洛拉

伊鎮出售200套房屋，因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該鎮的

人口從2250人減少到只有1300人。雖然買房只要一歐元，

但修繕費用可能高達數萬歐元，也不是一般人負擔得起，

何況之前曾傳出市政府僅是扮演中間人角色。

同年5月份，義大利阿布魯佐大區基耶蒂省卡索利小

鎮（Casoli）也決定以一歐元的象徵性售價出售小鎮歷史

中心的房屋。卡索利鎮政府在官網上表示，希望參與「一

歐買房」活動的相關部門或個人能為市容市貌和公共利益

做出貢獻，並希望有意前來小鎮生活的人能承擔起自身應

當承擔的部分，即對自己所購買的房屋進行裝修，以此來

恢復該鎮歷史中心的建設和面貌。

美國也有一美元購屋計畫

早在2015年，底特律就可以一美元購房。但這樣的房

子雖然大部分外面看起來不錯，但裡面卻很破。而且底特

律以一美元出售房屋的原因是為了增加稅收。據悉，儘管

買房者只需支付一美元的房款，但是交的稅卻是按6萬美

元的房屋價值來算。

此外，芝加哥也在2017年9月實施了一美元購買空置

房產的計畫。雖然對開發商和建築商來說，以一美元的價

格購買一處房產的機會聽起來很誘人，但參與購買有許多

先決條件：購房者必須已經擁有同一街區的房產，繳納當

前的房產稅，並在該市擁有良好的財務狀況。

瑞士小鎮招募新成員‧搬來住就給2萬5,000瑞士法郎 
在瑞士一個人口外流嚴重的小城鎮，當地人為了避免

它逐漸消失，想出了一個不太常規的方法要吸引新成員進

駐。

位在瑞士南部的城鎮阿爾賓恩（Albinen）坐擁了如詩

如畫的山景，舉目所見不是森林就是農田，也能把羅納河

谷（Rhone Valley）盡收眼底。然而，由於當地缺乏工作

機會的緣故，導致大量人口外流，不僅只剩三個班級的學

校快撐不下去，人口也已經降至 240人。事實上，許多村

民也只把這裡的房子當作度假小屋，其他時間都在外地打

▼隨著年輕人口外移、人口老化的問題，各地政府希望利用一歐元住宅

的方式，吸引外國人入住。

歐元住宅
沒落城鎮復甦經濟新妙招



 

紫禁城裡過大年
將滿600歲的北京故宮，近年來成為大陸當紅的景點，除了清宮劇的推波助瀾外，北京故宮院長

單霽翔是最大功臣。單霽翔2012年就任，將最早有7成不開放的北京故宮，到2017年達到8成開放，

讓紫禁城充分發揮博物館的價值。

故
宮博物院「賀歲迎祥——紫禁城裡過大年」展覽2月

6日（大年初一）開幕，這是建院以來動用文物最

多、展場面積最大的一次展覽。一般展覽的文物也就100

件，而這次足足展出885件（套），而展覽場地更是遍及

故宮整個開放區。故宮博物院首次最大限度還原清代皇宮

過大年的場景，普通人能在宮裡過年了。

乾清宮的丹陛上，豎立起高大的宮燈，這是故宮首次

復原了消失近200年的「天燈」和「萬壽燈」。這原本是

清代早中期過年最盛大的活動之一，從立到撤，前前後

後得動用8000多人次。自道光20年（1840）被皇帝取消以

來，這個盛世之景湮沒於歷史。這次成功復原，將重現康

乾盛世的過年景象。

另外，與「過大年」相關的文化創意產品共研發近百

種，品類涉及賀歲禮盒、紙品書簽、帽飾絲巾、茶器水

具、靠墊掛飾、香氛香蠟、手機配飾等。

充滿年味的紫禁城，自然也要展出充滿年味的文物。

文物展覽分為「祈福迎祥、祭祖行孝、敦親睦族、勤政親

賢、游藝行樂、歡天喜地」六大主題。此外，本次展覽展

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五位皇帝的福字，

觀眾們可以現場比較下「皇帝書法哪家強」。

「紫禁城裡過大年——上元之夜」

接著在2月19日（正月十五），北京故宮舉行「紫禁

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動，作為故宮博物院「紫禁城裡過大

年」系列展覽活動的延續，讓新春的故宮博物院，在深沉

壯美的厚重文化之外，以更加「接地氣」的方式，讓公眾

沉浸其中，感受博物館裡獨特的節慶味、人情味。

這也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度在夜間免費對公

眾開放，也是古建築群第一次在夜間被點亮。午門雁翅

樓、東南角樓、東華門、東北角樓和神武門等，用燈光照

射呈現不同風采，建築群的屋頂則透過藝術投影重現《千

里江山圖卷》等繪畫作品。

由正月十五的燈會向前回溯，逛博物館、體驗傳統文

化日益成為人們的新年俗。人來人往的博物館「成為春

節前後的另一道風景」，例如人們於春節期間在故宮參觀

「紫禁城裡過大年」文物展覽，感受古代皇家過年的氣

氛；逛逛老字型大小，在吃喝玩樂中辭舊迎新；觀看復原

的天燈、萬壽燈，想像康乾盛世的景況。

在春節7天長假當中，故宮博物院每天的8萬張門票

都售罄；國家博物館初二到初五連續4天現場觀眾突破6.5

萬人次；陝西省300多家文化館、博物館新推出79個豐富

多彩的主題展覽，共有1196萬人次參觀，遊客量同比增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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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度在夜間免費對公眾開放，也是古建築群
第一次在夜間被點亮。午門雁翅樓、東南角樓、東華門、東北角樓和神

武門等，用燈光照射呈現不同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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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唯一的缺點就是買不著」；至於故宮面膜賣不好的

原因，則是「人們要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故宮的口紅來

抹，多有身分，而面膜是在家裡晚上貼的。」

故宮照點閱率千萬起跳

身為網紅的北京故宮，不僅文創產品賣得嚇嚇叫，

2017年紫禁城的一場初雪，一組照片PO上網後，也引來

1425萬的造訪人次。去年北京故宮的「紅月亮」照片，短

短數小時點擊率突破2000萬。

與居高不下的網路人氣相互輝映，單霽翔指出，2002

年，北京故宮的參觀人數首度突破700萬人次，2012年觀

眾翻了一番，達到1534萬人次，成為世界上唯一每年觀眾

破千萬的博物館。北京故宮2018年1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

觀眾數量更一舉超越1700萬，也締造新的歷史紀錄。

此外，早些年北京故宮設在午門的售票口，動輒幾千

人排隊長達幾百公尺，往往一兩個小時才買到票。2015年

6月13日、「世界文化遺產日」當天，北京故宮宣告「每

天只接待8萬觀眾」，開放90年後開始限流。除用大螢幕

即時更新餘票數量，並開設32個售票口，讓北京故宮成為

全世界售票窗口最多的博物館，未來盼能達成單霽翔設定

的目標「讓每個遊客5分鐘內買上票」。華

故宮博物院今年首次舉辦的「中華老字型大小故宮過

大年」，以及在正月十五開放民眾登城牆、看燈會，讓中

國的博物館加強創新、走近公眾。

紫禁城已經走過了近600年歲月，在悉心保護故宮文

化遺產的前提下，故宮博物院希望能夠通過展覽等方式，

多層次地展示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內涵，用人們喜聞樂見

的方式展示和解讀傳統文化，與觀眾的期望互動，讓沉睡

的文物活起來,使故宮博物院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和文化綠

洲，實現為廣大民眾服務。

北京故宮跨餐飲，慈禧菊花鍋暴紅

北京故宮賺錢新招，坐落在北京故宮一隅的「故宮角

樓餐廳」，於春節年初一開張，店內裝潢洋溢清宮風格、

菜單仿照聖旨，招牌菜色據傳是慈禧太后最愛美食之一

「萬壽菊花鍋」。

「故宮角樓餐廳」牆上貼了一幅清朝乾隆皇帝《紫光

閣賜宴圖》，相當醒目，展現出皇家禮樂、宴會等等宮廷

文化。至於「萬壽菊花鍋」相傳是慈禧發明，每年深秋慈

禧就要求御膳房端出小火鍋，再將洗淨瀝乾水分的菊花花

瓣一起上桌，北京故宮說，等火鍋的雞湯滾了，慈禧就會

放入魚片或雞片，再次滾開時酌量放入菊花瓣，滋味鮮美

無比。

但由於引發網友抨擊太過商業化、太過炒作的質疑聲

浪，故宮角樓餐廳已於3月初停止供應火鍋。

北京故宮文創賺很大

即將600歲的「老古董」華麗轉身為「新網紅」，北

京故宮文創產品已超過萬種，2017年銷售收入也由原本眾

口相傳的10億元人民幣，再度刷新為15億元。按照《中國

證券報》2017年的統計數字，北京故宮文創15億元的年營

業額，勝過1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營收水平。

北京故宮院長單霽翔在出席「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

第十九屆年會」演講中，舉出故宮口紅為例，2018年底，

北京故宮旗下「故宮文創館線上銷售」、「故宮淘寶」先

後推出彩妝產品，被戲稱為上演「宮鬥」，兩邊的口紅均

一上線即售罄。妙語如珠的單霽翔，先是調侃故宮口紅

▲2018年底，北京故宮旗下「故宮文創館線上銷
售」、「故宮淘寶」先後推出各類文創產品，

其中彩妝產品，被戲稱為上演「宮鬥」，兩邊

的口紅均一上線即售罄。

▲

靈活運數位技術，推廣傳統文化，讓傳統與

創新結合一體。



 

大學面試也是「稀奇古怪」問題

實際上，即便是想成功考入牛津和劍橋大學入讀本

科，光有好成績也是不夠的。這兩所大學都有面試一關，

經常問一些沒有正確答案的「稀奇古怪」問題，考驗學生

的知識面和思想靈敏度。很多成績異常優秀的學生往往過

不了這一關。

下面就看看幾個牛津劍橋以往的面試題：

． 保溫箱會思考嗎？蝸牛有意識嗎？（牛津-實驗心理學）

． 這是一塊樹皮，請就它說點什麼。（牛津-生物科學）

． 如果神無所不能，他是否能夠創造出一塊他舉不動的石

頭？（牛津-古希臘古羅馬學）

．你更想成為一部小說還是一首詩？（牛津-英文）

．你如何測量自己頭部的重量？（劍橋-醫學）

． 丈夫吃早餐時有在雞蛋上塗檸檬醬的習慣，如果妻子已

經多次表示她對此的厭惡，這個習慣是否足以成為離婚

的理由？（劍橋-法學）

．眼前的椅子真的在那裏嗎？（劍橋-哲學）

吸血鬼和殭屍

吸血鬼和殭屍（vampire and zombie）是西方來自民間

傳說中的兩種異怪生物。顧名思義，吸血鬼以血為食，嗜

血成性；而殭屍，死而不僵，喜食人肉。

近年來，隨著它們經常成為小說、電影、電子遊戲中

的主角，在流行文化中日漸為全世界各地的人們所知。這

次成為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考題，也不失為古老傳統大學

與時俱進的表現。

願意做殭屍還是吸血鬼呢？希望這樣的點評給人啟

發。有朝一日，如果牛津大學願意公佈考生的答卷，一定

會再次引發熱議。華

英國牛津大學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在牛津大學各學院中非常不同凡響。每年的考試

考題都是需要極度靈敏的思考能力才能回答的內容。

Variety 世界萬象

世
界最古老最頂尖的高等學府之一——英國牛津大學

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2018年底出了一道

這樣的考題：「你想要當吸血鬼還是殭屍？（Would you 

prefer to be a vampire or a zombie？）」此題讓見多不怪的英

國人也跌破眼鏡。《泰晤士報》稱之為「世上最驚恐的考

試」，《衛報》說這是「最難」的考題。

萬靈學院本身不同凡響

萬靈學院在牛津大學各學院中非常不同凡響。這

所在1430年代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契傑爾（Henry 

Chichele）所建立的學院，於1438年獲得國王亨利六世的

建院特許憲章，旨在紀念百年對法戰爭中戰死的英靈。正

是因此，亨利六世和契傑爾大主教至今被奉為萬靈學院的

創始人。萬靈學院是牛津眾多學院中唯一沒有大學生的學

院，因為學院中只有研究生，因而被視為世界最具學術權

威的高級學府之一。

這個學院沒有本科生，只有一些特殊的研究生。這些

研究生叫Examination Fellows或者Prize Fellows，他們的權

利義務和老師基本是一樣的，可以參與院務管理。他們的

fellowship一般是七年，大部分人應該是讀博士然後接著做

博士後研究。而英國的博士生基本是不上課的，一來就開

始自己的研究，所以也不會有「課程設置和書目」。

此外，必須要先被牛津大學其他學院錄取為研究生，

經過申請，通過嚴格的考試才能成為Examination Fellows，

每年只錄取兩個，而申請的人每年差不多有50人。

萬靈學院的入學考試題目據稱是世界上最難的試題之

一。因為這些所有的題目都沒有標準答案，而且每一道題

目，都必須具有極為淵博的知識，然後用合理的邏輯來闡

釋出屬於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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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的最難考題

想當吸血鬼還是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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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空服員曾揭發飛一趟長途，丟1000個塑膠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數據指出，平均一趟飛

行，每名旅客就製造出1.4公斤的垃圾。因此，葡萄牙的Hi Fly航空首推全球第一班無塑班機，一趟

飛行可減少350公斤的塑膠，其他航空公司也加入減塑行動計畫。

於實測我們開發和引進的諸多替代產品⋯⋯我們知道初期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但我們有信心在未來幾個月內解

決，」米爾布爾指出並計畫在2019年底前全面停用一次性

塑膠，坐穩全球第一家無塑航空。

航空公司「塑戰速決」

此外，已有不少航空加入「塑戰速決」的行列。全美

第五大航空業者阿拉斯加航空（Alaska Airlines）是全美第

一個全面停用塑膠吸管和塑膠攪拌棒的航空業者！它與環

團寂寞鯨魚基金會（Lonely Whale Foundation）攜手，承

諾讓每年承載的4400萬名旅客遨翔在「無吸管的天際」。

2017年，阿拉斯加航空總共發出超過2200萬根塑膠吸管和

攪拌棒，如今全換成了樺樹木製攪拌棒和竹籤。

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也

加入行列，自去年7月起，全球的美航休息室全面改用玉

米澱粉製成的可分解吸管、木製攪拌棒和環保餐具。11月

起，以竹製攪拌棒取代原本的塑膠吸管和攪拌棒，預估每

年省下71000磅塑膠。

在南半球，紐西蘭航空已經全面撤下休息室和機艙內

的一次性塑膠吸管、攪拌棒、眼罩包裝、塑膠牙刷，並在

去年10月對塑膠杯、咖啡杯、杯蓋、起司盤和塑膠袋等發

出最後通牒，矢言在一年內趕盡殺絕。

「每天，全球有超過10萬

個航班起降，去年有近40億名

旅客搭乘商用客機。預計不

出20年，這個數字將會翻倍。

航空業顯然擁有龐大的改變潛

力，」米爾布爾說。華

全球第一班「無塑班機」起飛

葡萄牙航空公司Hi Fly決定送地球一份耶誕大禮：全

球第一班「無塑班機」！2018年12月26日，無塑班機從葡

萄牙里斯本起飛，飛越大西洋，抵達巴西的納塔爾，7小

時40分鐘的飛行卻完全不用任何一次性使用的塑膠製品。

飛機餐從層層包裹的免洗餐具、紙巾、優格盒、果醬

包、奶油包、奶精球、醬料、封口膠膜、保鮮膜、塑膠

蓋，不單是餅乾麵包，有時連塑膠杯也要套袋。據國際航

空運輸協會（IATA），光是2017年，平均一趟飛行，一

名旅客就製造出1.4公斤的垃圾，全球共累積570萬噸，比

31000架波音747客機還重！IATA預估2030年垃圾量將上看

1000萬噸。

一趟飛行減少350公斤的塑膠
除了可重複使用的容器，經營租賃與包機服務的Hi 

Fly，跟英國的植物餐具製造商Vegware合作，以植物餐具

取代一次性塑膠，像是用可再生、低碳或回收材料製成冷

熱飲紙杯、餐盒、容器和竹製刀叉。Hi Fly總裁米爾布爾

（Paulo Mirpuri）表示：「此次試飛將減少重達350公斤無

堅不摧的一次性塑膠毒害我們的環境。」

強打餐具和廚餘可以一起做堆肥、免分類的

Vegware，是2018年英國再生能源獎得主，連英國國會都

改用他們家的產品，並宣布今年將殲滅上下兩院的一次性

塑膠。「從杯子和吸管到外賣盒和餐具，都無須清除殘餘

的番茄醬或洋芋片。另外一個好處是，一旦廚餘和一次性

餐具共用垃圾箱，就能確保其他的回收箱更乾淨，更容易

回收。」Vegware官網指出。

Hi Fly的無塑班機仍有三次試飛。「這些試飛將有助

航空業的減塑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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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18歲的申請人必須付七歐元申請費，不滿18歲免費。

旅行許可有效期三年，可無限制進出，不過旅客在180天

內在申根區停留日數仍不得超過90天。

歐盟執委會2016年提議成立ETIAS，2018年獲歐洲議

會通過。根據歐盟執委會說明，ETIAS加強赴歐免簽國旅

客的安全檢查，避免非法移民和恐怖分子混入。這項規

定適用於前往歐洲26國申根區的所有旅客，這26國包括法

國、德國、西班牙，但不含英國。

此外，ETIAS許可並非簽證，免簽證國家人民仍然不

需簽證就可到歐盟國家，只是在旅行之前得透過ETIAS獲

得旅行許可，申請程序簡便快捷，不必到領事館，不像

申請申根區簽證通常得花長達15天，有時甚至長達30或60

天。

歐洲執委會和美國國務院多位匿名官員證實，ETIAS

是免簽遊客的安全許可，類似美國旅行授權電子系統

（ESTA），用來審查美國免簽證計畫的旅客。

申請ETIAS只需幾分鐘便能完成
免簽國旅客前往歐洲前，申請

ETIAS不需要像簽證一樣，舟車勞頓到

大使館申請，也無需蒐集生物識別資

料，只需填寫簡單個資。95％的ETIAS

申請案，只需幾分鐘便能完成，有效期

限為三年，期間內可無限次進出歐洲，

每次最久可待到90天。

目前有61國是可免簽證進入申根國

家，包含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加

拿大及美國等。華

2021年起，美國和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申

根國家免簽國公民，若要前往申根26

個歐洲國家，必須上網申請歐盟旅行資訊及授權系統

（ETIAS，European Travel Information and Authorization 

System）旅行許可，年齡介於18至70歲間的旅客申請 

ETIAS 旅行許可需支付手續費7歐元。使用效期三年，這

段期間可無限次進出歐洲。

根據ETIAS，旅客必須上網填寫申請表，提供姓名和

出生日期等個人資料、護照資料，以及申請人的健康情

況、犯罪紀錄、以前任何移民歐洲的歷史。申請表一送

出，將立刻與一些資料庫核對，如未出現需進一步用人力

查核的警訊，幾分鐘就會獲得核准；而申請被拒的人也將

會接到通知，告知被拒絕的原因。

旅行許可有效期三年 
歐盟執行委員會說，95％以上申請可當場獲得核准；

自2021年起，申根國家免簽證遊客若要前往申根26個歐洲國家，必須上網申請「歐盟旅行資訊
及授權系統」（ETIAS）旅行許可。目前有61國家地區是可免簽證進入申根26個歐洲國家，包含香
港、台灣、日本、韓國、加拿大及美國等。

Variety 世界萬象

免申根簽證國家人民
2021起赴歐須旅行許可



 

歷史上最富有的人

馬利帝國曼薩穆薩一世
根據美國網站Celebrity Net Worth在2012年的排名以及美國《時代》週刊於2015年公佈的「歷

史版本」富豪榜，史上最有錢的人是14世紀西非統治馬利帝國的曼薩穆薩一世（Mansa Musa）。

根
據最新的2019年富比世（Forbes）億萬富豪名單，

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創辦人兼執行長貝佐斯

（Jeff Bezos）的身家估計有1310億美元，繼續蟬聯首富寶

座；然而，若是和人類史上最富有的人相比，他的資產根

本是小巫見大巫。

史上富豪榜首，馬利帝國曼薩穆薩一世

根據美國網站Celebrity Net Worth在2012年的排名以及

美國《時代》週刊於2015年公佈的「歷史版本」富豪榜，

史上最有錢的人是14世紀西非統治馬利帝國的曼薩穆薩一

世（Mansa Musa），在他的統治之下，馬利帝國國力鼎

盛，黃金產量在當時是世界第一。美國網站Celebrity Net 

Worth在2012年推估，統治西非的曼薩穆薩一世財產大約

有4000億美元，不過經濟歷史學家認為，他的財產遠遠不

止於此，應該是一個難以估算的天文數字。

Money.com和Celebrity Net Worth以目前的物價換算，

人類史上最有錢的10大富翁，第一名也是曼薩穆薩一世。

而穆薩之所以如此傳奇，他當上馬利帝國的統治者後，

因為他是虔誠的穆斯林、下令廣設清真寺，但也不排斥國

內其他宗教；穆薩也拓展了西非與世界各大洲的貿易，他

用馬利的黃金、象牙、鹽等與其他國家進行物資交換；最

後，穆薩也是位非常尊重知識的君主，他設立藝術中心、

學術單位，讓國內的學生可免費獲得教育。

宋神宗趙頊排名第三

作為唯一上榜的一位「正宗」中國人，宋神宗趙頊排

名第三，也是托了時代的福。儘管他在位僅18年，去世時

才30多歲，但當時北宋國內生產總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

30％，足以撐起其穩坐第三的身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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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前十位最富有的人
Money.com和Celebrity�Net�Worth•2012版本

1
馬利帝國的曼薩穆薩一世（Mansa�Musa）�
（1280-1337）

身家
無法估計

2
羅馬帝國開國君主奧古斯都（Augustus�
Caesar）�（63�BC-14�AD）

身家約
4.6兆美元

3 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趙頊�（1048-1085） 身家無法估計

4
印度蒙兀兒帝國的阿克巴（Akba r � I）�
（1542-1605）

身家
無法估計

5
20世紀初的世界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Carnegie，1835-1919）

身家約
3720億美元

6
美國商業巨頭約翰．戴維森．洛克斐勒
（John�D�Rockefeller）�（1839-1937）

身家約
3410億美元

7
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 i k o l a i�
Alexandrovich�Romanov�，1868-1918）

身家約
3000億美元

8
印度阿薩夫·賈赫七世（Mir� Osman� Ali�
Khan，1886-1967）

身家約
2300億美元

9
征服者威廉（William�The�Conqueror，1028-
1087）

身家約
2295億美元

10
利比亞獨裁者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1942-2011）

身家約
2000億美元

註：1. 以上排名為Money.com和Celebrity Net Worth透過通膨調整後的排名及資產
預估。

      2. 在這份排名中，除了排名5、6名的安德魯．卡內基和約翰．戴維森．洛克
斐勒是靠商業起家的外，其餘8位皆是國家統治者。

歷史上前十位最富有的人
《Time》時代週刊•2015版本

1
馬利帝國的曼薩穆薩一世Mansa�Musa�
（1280-1337）

身家無法估計

2
凱撒大帝Augustus�Caesar
（63�BC–14�AD）

身家約
4.6兆美元

3
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趙頊
（1048-1085）

國內生產總值占到
全世界的2 5％至
30％

4
印度蒙兀兒帝國的阿克巴（Akbar�I）�
（1542-1605）

國內生產總值占到
全世界的25％

5
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 in
（1878–1953）

國內生產總值占到
全世界的9.6％��

6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
Andrew�Carnegie（1835–1919）

身家約
3720億美元

7
美國商業巨頭約翰．戴維森．洛克斐勒
（John�D�Rockefeller，1839-1937）

身家約
3410億美元

8
英國昔日首富艾倫．魯弗斯Alan�Rufus�
（a.k.a.�Alan�the�Red，�1040–1093）

身家約
1940億美元

9
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茲Bill� Gates
（1955-present）

身家約
789億美元

10
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Genghis�Khan�
（1162-1227）

Lots� of� land,� not�
much�else



  

2019「世界最美的書」評選在德國萊比錫揭曉，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最美的書」評委會選
送的「江蘇老行當百業寫真」，榮獲「世界最美的書」榮譽獎。

Variety 世界萬象

 世界最美的書

《江蘇老行當百業寫真》

評委會給該書的評語為：設計處處顯示真情，用老店

鋪包點心的粗陋紙張並打毛邊，表現逐漸消失的民間老行

當百業，有朦朧之美。採取古老而民間的裝訂方式，頁碼

設計奇特。內文的文字與大圖片使用不同材質來表現，豐

富了視覺語言。黑白圖片印在粗陋的紙張上，產生了古老

斑駁的意向，仿佛顯示了新百業皆源自老行當。

中國書籍獲得「世界最美的書」獎項有20部
歷年來中國大陸獲「世界最美的書」20部圖書中，包

括《訂單──方圓故事》與《梅蘭芳（藏）戲曲史料圖畫

集》兩部書榮獲金獎，《蟻囈》獲特別製作獎。上一屆

2018「世界最美的書」是由《茶典》獲榮譽獎。

世界書籍藝術設計的最高榮譽

「世界最美的書」是世界書籍藝術設計的最高榮譽，

由德國圖書藝術基金會主辦的評選活動，有近百年歷史，

評委會由來自歐洲各國的著名書籍藝術家、學者組成。

每年一屆「世界最美的書」共評選「金字母」獎1名，金

獎1名，銀獎2名，銅獎5名，榮譽獎5名，共計14種獲獎圖

書。獲獎圖書會在當年的德國萊比錫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

展出，並在世界各地巡展。華

 

厚
厚的毛邊紙粗礪樸拙，這種紙張曾是中國街邊小店

用來包裹油條或生煎的廉價紙，如今卻被中國大

陸設計師用來做書，並一舉獲得2019「世界最美的書」

（The Most Beautiful Bookin the World）大獎。

榮獲「世界最美的書」榮譽獎

2019「世界最美的書」評選在德國萊比錫揭曉，德國

圖書藝術基金會今年共收到來自全球32個國家和地區的參

評作品600餘件，從中評選出了14部「世界最美的書」，

獲獎作品分別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大陸圖書《江蘇老行

當百業寫真》獲得榮譽獎。從2003年至今，中國大陸書籍

獲得「世界最美的書」獎項已有20部。

「江蘇老行當百業寫真」由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出

版，周晨設計，書稿由長期關注老行當的攝影家和作家合

作完成。這本獨特的書籍記錄了一個消失中的族群：各行

各業的手藝人和匠人們。老行當，是對社會上正在消失的

各行各業的總稱。他們曾駐守或行走於平常的街巷之中，

傳承中國的民間智慧和民間文化，承載了一代甚至幾代中

國人的生活記憶，如今卻在時代的浪潮中漸行漸遠。

紙張粗礪，四面毛邊吸睛

連同封面在內，《江蘇老行當百業寫真》使用最多的

紙張是一款過去從來不曾被應用於書籍主體部分印刷的包

裝紙。這種紙的原材料均為粗料，色調暗淡、手感粗糲，

很不起眼。但正是這種顏色和質感深深吸引了周晨，「它

與全書所要表現的主題是吻合的。如果用光滑的紙來印，

感覺反而不對。」除了選紙，這本書在工藝上也有所突

破。書脊使用業內罕見的四面毛邊，並使用衝擊鑽進行手

工加工，呈現自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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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春除夕夜（2月4日）東京時間18點30分，東京塔被
探照燈點亮成為象徵春節的紅色。東京塔是東京乃至日本最富盛

名的標誌性建築之一，這是建成六十年來首次為中國農曆新年披

上紅裝。

除夕夜東京塔披上「中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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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春除夕夜（ 2

月4日）東京時間18

點，在東京塔下的宴會場舉行了東京

塔春節點燈儀式。由中國駐日大使程

永華、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本文

部科學副大臣浮島智子共同為東京塔

點燈。這是東京塔建成60年來，首次

為中國農曆春節點起喜慶的中國紅。

本次盛大點燈活動的創舉，由世

界華商組織聯盟創會主席團顏安先生

擔任執行委員長。

 

日本首相首次以視頻形式向中

國人民拜年

在點燈儀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透過視頻向中國人民拜年，這也是

日本首相首次以視頻形式向中國人民

拜年。安倍首相說：「中日兩國關係

重新回到了正常軌道；中日兩國人民

的直接交流對中日兩國的相互理解以

及關係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年，期待能

有更多的中國民眾來到日本走走看

看，也能有更多的日本民眾到中國去

遊覽名勝古跡；中日兩國的民間交流

讓中日兩國關係更上一層樓！」

18點30分，在近500名兒童放飛

祝福春節和中日友好的千隻氣球，同

時，程永華大使、前首相福田康夫、

副大臣浮島智子共同啟動按鈕，東京

塔首次披上中國紅。隨後，在東京塔

點燈儀式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長（世

界華商組織聯盟創會主席團主席）顏

安的提議下，嘉賓們舉杯共慶新春的

到來。點燈儀式也透過北京電視臺和

中央四台的轉播，讓中國觀眾也看到

了來自日本的祝福。來自中國四川自

貢的中華春節燈籠也讓東京塔充滿濃

濃的中國味。本次點燈活動由旅日僑

胞發起，由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後援。

東京塔第一次為慶祝春節而進

行點燈

東京塔建成於1958年，高332.6

米。東京塔動工開始就成為日本從戰

後廢墟進入經濟騰飛時期的標誌性建

築，它不僅是最高的電視電波發射

塔，也是人們心中對和平美好生活的

圖騰。這是包括東京塔在內的日本標

誌性建築史上第

一次為慶祝春節

而進行點燈，為

了使得東京塔顯

得更紅，特別使

用了36台探照燈，

是東京塔史上使

用探照燈台數量

最多的一次。

東京塔夜晚的燈色基本呈現橘

紅，在其六十年的歷史中，也曾有過

一些特殊點燈的時刻，如2016年日本

申奧成功時的奧運五彩色，又如2013

年紀念日本足球聯賽20周年時的藍

色，並在2018年點亮過慶祝東京塔60

周年。華

▲探照燈將東京塔照射成中國紅，這是東京

塔第一次為慶祝春節而點燈。（攝影／王保勝）

▼東京塔點燈儀式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長顏

安（左）、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與中

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右），共同出席點燈儀

式。（攝影／王保勝）



58 華商世界∣2019∣第四十一期

Business news
華商短波

兼具企業家與畫家身分的華商畫家顏美媛女士，為了追求對繪畫的夢想，造訪巴黎。因緣際會

參加了巴黎大皇宮第134屆ART CAPITAL沙龍藝術展，清新的畫風引發了關注。

法國巴黎大皇宮沙龍藝術展
華商畫家顏美媛作品受矚目

熱
愛繪畫的華商畫家顏美媛女

士，自幼即對萬物觀察敏銳，

從花鳥樹木到人物風景，都是她細心

觀察的事物。為了追求對繪畫的夢

想，造訪巴黎。在歐華經濟協進會暨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會主席團丁偉星

主席以及畫家張珺女士的推薦下，

經過評選而參加巴黎大皇宮第134屆

ART CAPITAL沙龍藝術展，並展出三

幅畫作。ART CAPITAL沙龍藝術展已

於2019年2月12開幕，17號閉幕。

觀察敏銳‧兼具企業家及畫家

的身分

顏美媛女士兼具企業家及畫家的

身分，曾在台灣開過幾次畫展並深獲

好評。顏美媛女士喜歡旅行，在旅行

中看到美麗的風景，花花草草皆會有

莫名的感動，很想馬上就能用畫筆畫

下來，作品就此產生。

她的畫作內容非常多元，有山

水、人物、河流、花草、抽象、寫

實。她的風景畫風格，猶如印象畫派

對色彩的運用與筆觸，或許其長期觀

賞印象畫派之畫家風格對其有深刻的

影響。

顏女士表示，「因為吸取滿多油

畫相關資料及仔細觀察名家的作品，

所以我很注重光影明暗的處理，讓畫

作活起來。每當投入一幅新的繪畫創

作時，我會思考如何舖陳顏色，讓畫

面更加協調統一。 」   

據觀展的藝術界人士表示，顏美

媛的畫作很吸睛，她的畫會讓人忍不

住駐足觀賞，

在一片抽象畫

流行當道之

時，還保有自

己清新的風格

誠屬不易，其

實畫家最主要

還是要保有自

己的畫風，不

必一窩蜂的跟

著潮流走。

在沙龍藝術展Art Capita展出，
是藝術家生涯重要里程碑

法國大皇宮藝術沙龍展（ART 

CAPITAL），創始於2006年，由法國

政府文化部、法國國家博物館、巴黎

大皇宮聯合主辦，全球近40個國家的

藝術家經過評選參展，是世界最有影

響力的國際藝術展之一。

沙龍藝術展Art Capital由四個部

分組成：對比沙龍展、法國藝術家

展、獨立藝術家沙龍展、設計與水彩

畫展。其中「獨立藝術家沙龍展」

成立於1884年，今年已是第134屆。

其初衷是想要為許多當年曾被其他展

會拒之門外而後來成名的藝術家們提

供了一個展示作品並被大眾認知的機

會。如《大碗島星期天的下午》的作

者，後印象派畫家Seurat （喬治．皮

埃爾．秀拉）的布面油畫《阿尼埃爾

的浴場》，也曾在獨立沙龍中展出。

獨立藝術家沙龍展是法國最具歷

史意義的藝術展之一，梵谷、莫內、

雷諾瓦、塞尚、馬蒂斯、畢卡索、夏

加爾、莫迪里亞尼、達利、賈科梅蒂

（Alberto Giacometti）及華人藝術家

趙無極、朱德群等大師均由這個展覽

走向國際，是世界藝術家藝術生涯的

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畫家顏美媛女士在巴黎大皇宮Salon 展與畫作《秋景》合影。



巴黎大小皇宮是為1900年世
界博覽會所興建展覽館

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位於

香榭麗舍大道，是為了舉辦1900年世

界博覽會所興建的展覽館，由建築師

德格拉那及盧偉兩人共同建造。正面

及左右大門口頂上聳立雄偉巨型飛馬

戰車大雕像，是法國名雕塑家黑悉蓬

（Recipon）精采傑作。現在巴黎大

皇宮為大型藝術博覽會舉辦的場地，

並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藝術特展。 

巴黎小皇宮（Petit Palais）就在

大皇宮的對面，由名建築師查理‧吉

羅（Charles Girault）所建，也是1900

年萬國博覽會的展覽場，1901年法國

政府將這棟建築物送給巴黎市政府，

從此小皇宮就成為巴黎市政府的美術

宮殿。

巴黎大皇宮是卡爾‧拉格斐創

作的靈感泉源

為了亮麗迎接2024年巴黎奧運，

法國與巴黎市政府團隊宣布將攜手時

尚大牌香奈兒（CHANEL），在2020

年底開始為百年建物——巴黎大皇宮

（Grand Palais）時尚大翻新。從2005

年開始皆會定期在此舉辦時裝發表會

的香奈兒，是大皇宮的最佳時尚夥

伴，也將斥資2500萬歐元贊助大皇宮

翻新工程。

而2月逝世的「時尚老佛爺」卡

爾．拉格斐，其生前操刀的最後一場

時裝秀，也已於3月5日在巴黎大皇宮

登場。如同香奈兒全球時尚名品部門

總裁Bruno Pavlovsky表示，對香奈兒

而言，巴黎大皇宮是舉辦服裝秀的主

▲畫家顏美媛女士（右）與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會主席團主席、歐華經濟協進會會長丁偉星先生（左

二）及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團主席、法國中華會館會長陳廣城先生（中）於會場合影。

▲畫家顏美媛女士作品「沙漠星光之旅」。

▼從巴黎鐵塔上望向下方的巴黎大皇宮。

▲畫家顏美媛女士作品「溪水中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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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意義不僅僅是一座單純的巴黎核心

地帶紀念碑，這座令人讚嘆的建築也成

為卡爾．拉格斐創作的靈感泉源。

華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建水

在羅平拍攝了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

在元陽拍攝了哈尼族梯田景觀後，我們又

造訪了滇南文化名城—建水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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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文化名城

吳宗錦｜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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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為清代乾隆年間建於瀘江河上，全長36.7公尺，寬4.3公

尺，中拱淨跨6.5公尺。清道光十九年（西元1839年），西

南方的塌沖河決堤改道至此並匯入瀘江河，使河面增寬了

近百公尺，當地居民在原來的石橋南端新建石橋十四孔，

與原有的三孔成雁齒連接，共為十七孔，全長148公尺。

橋上建蓋有三座飛簷式閣樓，兩端閣樓略小，居中一座最

雄偉壯觀，有「滇南大觀樓」之稱。三閣毀於戰火，光緒

二十二年（1896年）重建。護國戰爭期間北端的橋亭又被

毀，現僅存一大一小兩座閣樓。

雲
南省會昆明南方220公里有一文化名城——「建水」

古城，是雲南省紅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的下轄縣，

始建於唐朝時期西元八、九世紀的南紹國，原用彝族語稱

「惠曆城」，是大海之意，漢語譯為「建水」。大理國時

期設建水郡，明代設建水州，為臨安府治。清乾隆年間降

州為縣，民國時期曾改稱「臨安縣」，後又改回建水縣。

建水位於雲南省滇東高原南緣，北回歸線橫貫縣境。建水

縣的人口約五十餘萬人，漢族人口最多，約占三分之二，

其次為彝族、回族、哈尼族、傣族、苗族等。

雙龍橋列入全國十大名橋

建水之所以被稱為文化名城，是因為文風鼎盛，明、

清兩朝都在建水設有「學政考棚」，還出過四位進士，

明朝有蕭崇業，嘉靖年間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二是包見捷，萬曆年間進士。清朝有傅為濘，康熙年間進

士；和陳世烈，乾隆年間的進士。另外，始建於清朝乾隆

時期的古老名橋「雙龍橋」，被列為全國十大名橋之一。

建水「雙龍橋」亦稱「十七孔橋」，為中國十大名橋

之一，位於雲南省紅河州建水縣西莊鎮南部，南盤江支

流的瀘江河與塌沖河交匯處，東距建水縣城4.5公里。因

瀘江河和塌沖河兩河蜿蜒盤曲如龍，故名。雙龍橋北端三

▼建水的老城門之一「永貞門」  。

▼

▲建水雙龍橋建於清乾隆和道光年間，是中國十大名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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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大觀園」——朱家花園

建水另一著名景點是「朱家花園」，位在市中心古城

街道旁，是清末年間當地富紳朱渭卿兄弟所建的家宅和宗

祠，始建於清光緒年間，前後歷經三十年，於宣統年間落

成，是雲南省首屈一指的私家園林。整

座建築占地二萬多平方公尺，主體建

築呈「縱四橫三」佈局，為典型的三

間六耳三間廳附後三耳，一大天井附

四小天井，並列連排組合式民居建築

群。院內房舍佈局井然有序，院落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層出迭進，門中有門，院中有院，空間景觀層次豐富且變

化無窮，共計大小天井42個，房舍214間，享有滇南「大

觀園」之美譽。

朱家花園的建築規格處處遵照中國尊卑有序的制度，

長輩住正房，晚輩住廂房，長工傭人住漏角，都按照名分

和地位等級修建。垂花大門、

吊腳樓、花廳、小姐繡樓、內

院、宗祠戲臺等建築的裝飾亦

十分精美，其雕刻繪畫通過豐富

的鄉土語言，巧妙地組合出令人

愉悅的形態和風貌，是中原文化

與邊疆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其中

最為精彩的是祠堂，有水池、水上

戲臺、亭閣、庭蔭花木等。水池邊

的石欄上還有十二幅浮雕和詩詞書

法，極具藝術價值。據說當年朱家主人常邀文人雅士聚會

於此，談詩論政，飲酒品茗，吟風誦月。每當祭祀祖宗，

則請滇劇名角來水上戲臺唱戲助興。從朱家花園的房屋和

庭院建築的格局，遊客參觀時不難想像當年朱氏家族富裕

的生活狀況。

▼朱家花園的花園戲台。

▼朱家花園的朱氏宗祠一角。

▲朱家花園的大門口。  



「朱家花園」參觀，古色古香充滿古意建水古城的舊街

道。第二天上午，搭乘行駛於臨安—雙龍橋—團山之間的

窄軌鐵路小火車，再往雙龍橋拍照，然後前往團山民居，

停留了二小時，參觀將軍第、張家花園、北寨門、張家宗

祠、太平府、秀才府、司馬第，和幾處民居院落。於下午

一時半搭小火車回臨安站，在舊火車站改裝的餐廳吃了一

頓道地的雲南特色午餐，然後才搭車趕往雲南省會昆明。

如果有機會到雲南旅遊，別忘了順道前往建水，看看

在中華大地這麼邊陲的地方，還有這麼文風鼎盛的文化古

城，可見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在神州大地的無遠弗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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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山村的民居典範

團山村民居建於圓形的小山丘上，距縣城13公里，地

勢由西北向東傾斜，背靠連綿青山，面向沃野田疇。明朝

洪武年間，張姓始祖張福，由江西饒州府經商入滇，見到

團山「形勢聳拔，眾山環拱，甲於全境」，遂遷移至此。

建村定居後，張福勤勞躬耕，為後人立下「百忍」家訓，

張氏族人好學上進，安居樂業，人才輩出。清光緒年間，

隨著個舊錫業的興盛，張氏後裔組成「天吉昌」商號，把

生意擴張到昆明、上海、香港、越南海防，成為滇南聞名

商號之一。賺到錢後，團山人把大量銀子拿回家鄉，營造

了一座座精美華屋。團山民居以「四合五天井」、「三坊

一照壁」、「跑馬轉角樓」等傳統建築形式為主。民居多

為二進院，門樓建築氣派，講究雕樑畫棟。

前往團山的觀光小火車，從臨安站出發，每天上午和

下午各一班，去程在雙龍橋站和鄉會橋站各停留半小時，

到達團山站停留二小時，回程則不再停，直接開返臨安

站，路程約半小時。

我們一行十三人，抵達建水後，先入住建水新落成不

久的五星級「臨安飯店」，在飯店用過午餐後，隨即搭

車前往「雙龍橋」拍照。於傍晚以前回飯店走路過街前往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

館學系畢業，一九八三年移居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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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

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長、南加《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華商世界》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著作有：《錦繡神州》、《美國新

家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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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編有《世界

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 

▲▲行駛於臨安和團山之間的觀光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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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擺脫我所知道的條條框

框，跳出美學的認知，去做設計。

           ——2019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日本建築師／磯崎新
                       （Arata Isozaki）
普立茲克建築獎評委在評價磯崎新時說道：「在追尋

建築意義過程中，他創造了高品質的建築，直到今天，他

的作品仍無法用任何一種風格來定義。他始終保持全新的

思維和視角來設計每一座建築，他的思想一直行走從未停

滯。」

不確定的年代，要當商業模式變形蟲。

——天下雜誌資深撰述／楊卓翰

他認為科技推陳出新，更加劇企業競爭，現有成績可

能一夕崩解。不管是在舊產品持續創新，或超越對手到下

一決勝據點，都必須不斷調整定位，如同變形蟲為了適應

環境而改變。

當你真正喜歡，你會願意做任何事

——美國演員／詹姆斯．法蘭科（James Edward Franco）
他認為，如果你想追隨任何你喜歡的事情，很簡單，

你必須投注時間。此外，他也給一點小小的建議，別害

怕當個新手，別告訴自己我就只是這樣了。這真的只是開

始。

可敬的對手，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不足。

——著名領導力作家／賽門‧奈西克（Simon Sinek）
今天，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無限賽局的年代，真正的

競爭對手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因為，無限賽局不是比

輸贏，而是比氣長。你的目標不是打敗對手，而是要比

對手撐得更久。

上學是要「學問」，不是只「學答」；學習要懂得

「問」，而不是為著考試懂得「答」。

——台灣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    

明日無法預測，不學就淘汰。

——天下雜誌副總編輯／林倖妃  
所有的學習，都是為了自己安然邁向下一階段的人

生。唯有學習，才能讓人看到不同的風景，擁有不同的

人生，而不至卡在時間的黑暗的縫隙中。

不懂服務，就不會領導。

——美國史丹福大學前校長／約翰‧漢尼斯

很多有權勢的人，最難學的一課，就是了解「領導

的服務」。



甫印製的書籍氣味，就是全世界最棒的香氣。

——時尚大師／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

對待失敗的態度，不是淡然處之，而是記住。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只要把失敗當做是人生的經驗值就能更坦然的面

對，而每一天都是新的練習，我們只要不懷有「害怕」

失敗的精神，必定會得到許多。

帶著勇氣、好奇心與決心，面對未知的困難，並盡力

克服。

——英國天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生存，沒有灰色地帶，人類的文明不是存活就是滅亡。

——瑞典少女／葛利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
15歲的她，為了氣候而罷課，並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

代表青少年世代發聲。她認為，如果氣候變遷是攸關人類

存亡的威脅，但為何政治人物數十年都沒有作為，「還把

暖化的負擔丟給我們這些小孩」。在她眼中，這是黑白分

明的事，我們必須改變。

想要放棄時，如果想到完成時的美好，就可以堅持到

底。

——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     
這是他十年如一日，自我淬鍊馬拉松賽跑時的感悟；

他在運動中鍛鍊身體，也鍛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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