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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是由美國科

人

學家約翰麥肯錫（John McCarthy），於1955年提出

的，目標為使電腦具有類似人類學習及解決複雜問題、抽象思
考、展現創意等各種能力，能夠進行推理、規劃、學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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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知和操作物體，應用領域非常廣泛。近幾年來，個人
語音助理如蘋果Siri，以及人工智慧應用在圍棋、遊戲以及超
商的成果，震撼全球。圍棋AI（Alpha Go）橫掃人類，遊戲AI
（Pokemon Go）創下多項金氏世界紀錄，超商AI（Amazon
Go）被預期將大規模取代現有的工作機會，再次證明運用大
數據和智慧演算法的人工智慧，已經達到新的里程碑，宣告未
來的主流技術就是人工智慧。誰能掌握人工智慧的技術，誰就
是贏家。
歐美各產業在好幾年前早已展開不同領域的人工智慧研
究，從大數據分析、雲端服務、車用相關、金融市場、軍事等
產業都積極發展。人工智慧的應用極為廣泛，諸如農業、醫
藥、軍事、太空、互聯網、各種服務業，甚至預測犯罪。人工
智慧就是人類下一步的科技主流，全球都將進入一個新的科技
時代，誰能掌握人工智慧的技術，誰就是贏家。因此本期雜誌
【封面故事】以「AI 人工智慧．未來主流技術」為主題，刊
出四篇專文，詳細報導各國在人工智慧AI產業上的競爭狀況，
和在人工智慧技術和人才的競逐，以及中美人工智慧企業的比
較。
本期 【特別報導】以〈開啟兩岸交流的大門〉為題，報
導海外華商參與台灣工業建設，締造了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
灣奇蹟』，更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成為中國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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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我們活在「塑膠地球」上
人類自1950年代以來總共製造了83億公噸的塑膠，其中絕大多數未經回收便直接丟入垃圾桶
裡，成為全球環境的最大毒瘤。

1950

年代迄今，人類製造了83億公噸塑膠，

膠（Bakelite）等材質，但一直到二戰後塑膠才算真正普

約半數在2004年之後生產。塑膠不會自

及，並成為現今最常使用的人造材料之一。

然分解，因此數十億噸的塑膠垃圾躺在垃圾掩埋場，漂流
在汪洋之中，或堆在城市街道上，正可用「塑膠更新世」

到2050年 全球將有120億公噸塑膠

來形容地球的這個時期。塑膠更新世（Plastocene Epoch）

研究也指出，塑膠製品一大問題就是通常使用不到一

是結合塑膠（plastic）與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所創

年就會被扔掉，其中僅約9％會被回收再利用。若此情況

造的新字。

不變，2050年時全球塑膠將累積至120億噸。數據顯示，

《科學進展》雜誌發表的研究報告〈歷來塑膠的製
造、使用與命運〉，由美國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喬治

這些垃圾汙染河川、溪流和土地，且大多數汙染物為微小
的衣服合成纖維。

亞大學和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塑膠產量暴增主要與包裝有關，包裝占2015年非纖維

Institution）的多名學者共同撰寫而成，也是針對所有大量

塑膠產量的42％，其次則為建築用塑膠，約占非纖維塑膠

生產與製造的塑膠所做的第一份分析報告。報告指出，

的19％。包裝用塑膠通常使用不到一年就被丟棄，占了

過去人類製造的原生塑膠重達83億噸，約等同10億隻大

2016年非纖維塑膠垃圾的54％。1950年代迄今，約63億公

象（一隻大象7.5噸），或是2萬5000棟紐約帝國大廈（一

噸塑膠被丟棄，其中僅12％被焚化，這是永久消除塑膠

棟約33.1萬噸）。單是過去65年，人類就製造出這麼多塑

垃圾的方式；9％被回收，這只是延緩最後丟棄的時間；

膠。但是超過7成的塑膠製品最後都淪落到垃圾場，或者

60％、約49億公噸淪落掩埋場或四處丟棄。

被恣意亂丟汙染環境和海洋。
報告指出，雖然人類早在20世紀初便開始使用酚醛塑

歐洲人回收30％塑膠垃圾，美國人回收比率則為
9％。歐洲燒掉40％非纖維塑膠廢棄物，美國則為16％。

▼科學顯示，塑膠還無法被食物鏈吸收，不管在何處被消化，都會將毒素帶到我們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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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每秒生產２萬個塑膠瓶
全球寶特瓶生產量（單位：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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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英國衛報 製表／陳忠民

中國回收25％塑膠，焚燒30％的塑膠垃圾。回收並非解決
全球塑膠廢棄物的最終辦法，唯一的好處只是減少製造新
塑膠的數量。

塑膠廢棄物
最新研究指出，超過83億公噸塑膠累積在地球上

丟棄塑膠瓶釀環保危機 直逼全球氣候變遷
依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每分鐘全球
約賣出一百萬個塑膠瓶，在2021年前躍增20％，屆時每年
用掉的塑膠瓶將超過5000億個。環保人士擔心，回收系統

塑膠廢棄物的產生與處理
累計
主要廢棄物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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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危害海洋和其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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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對瓶裝水的無止盡需求，以及「隨身瓶」文
化的西風東漸，傳至中國和亞太地區的結果，目前每秒全
1950

球塑膠瓶的銷量已是兩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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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睿信息諮詢公司的「全球包裝趨勢報告」依最新數
據估算，全球在2016年賣出超過4800億個塑膠飲料瓶，十

究發現英國捕獲的漁產中，1/3體內含有塑膠，包括鱈魚、

年前是3000億個，2021年前將增加至5833億個。

青魚和蝦蟹。歐盟食管署已呼籲進行緊急研究，因為「塑

用來裝不含酒精的飲料或純水的塑膠瓶大部分屬於
寶特瓶，主要材質是可回收的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膠微粒可能汙染商業漁獲的可食魚肉」，對人類健康和食
品安全的疑慮日益升高。

（PET），但防止汙染海洋的回收力道卻遙遙落後用量激

環保組織「抗汙水衝浪者」申明：「塑膠汙染危機直

增速度。以去年來說，回收的塑膠瓶數量不到售出的一

逼氣候變遷的威脅，因為它汙染每一種自然系統以及愈來

半，重製成新瓶的比率只有7％，其餘都進垃圾掩埋場或

愈多的生物。科學顯示，塑膠還無法被食物鏈吸收，不管

海裡。

在何處被消化，都會將毒素帶到我們餐盤。」該組織主張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研究，每年有五百萬至一千三百
萬噸的塑膠流入海洋，被海鳥、魚和其他海洋生物吃下
肚，到2050年，海裡塑膠總重量將超越魚群。
比利時根特大學科學家最近估算，吃海鮮的人每年至
多吞下一萬一千顆塑膠微粒。去年八月，普利茅斯大學研

實施塑膠瓶回收押金制，鼓勵再利用。
世人日益擔心海洋塑膠汙染的嚴重性。科學家上月發
現南太平洋一座極偏遠的無人珊瑚礁竟然布滿近十八噸的
塑膠垃圾。另一份調查發現，極地海濱即使人口稀少，也
遭受嚴重的塑膠汙染。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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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邁向新創國家前進
為了留住、吸引新創人才，法國總統馬克宏頒布新政策，開放新種類居留簽證，針對新創公司
的創辦人、員工、投資人，讓他們能居留法國4年之久，其家人也全都適用。
「

要讓法國成為新創國家（nation des start-up），像

我

核可的外國人，其家人成員也會一併獲得居留權。他表

新創公司一樣地思考與行動的國家。」法國總統

示，「我希望法國能吸引新的創業家與研究家，成為創新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國際新創科技展（Viva

與新創的國度。」過去，法國的人才因為整體環境不夠吸

Technology）的演講，讓法國創業家有了樂觀的理由。馬

引人，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因此對法國而言，現在的目標

克宏當場送出兩項大禮：成立100億歐元的創新基金，由

是：將人才留在法國。

法國國家投資銀行（Bpifrance）主導；正式推出「法國科
技簽證」（French Tech Visa）計畫，主要針對創業者、新
創公司員工、以及投資人。這項願景開始吸引許多國外人
才回流。

設立歐洲創投基金
馬克宏的另一提案，則是European Venture Fund（歐
洲創投基金），如同歐盟將電信與網路費統一整個經濟
體，讓數位市場也如經濟體一樣，構成一體，馬克宏也希

設科技簽證，將人才留在法國

望歐洲的創業市場如此，能有個投資機構來幫助新創公司

馬克宏設立新的「法國科技簽證」，提供給新創公

成長。「我將會確保我們創造一個最吸引人、最有創意的

司的創辦人、員工與投資者等居留法國4年，獲得此簽證

環境。我將會確保政府扮演一個平台的角色，而不是絆腳
石。」馬克宏表示。

▼根據歐洲創投數據研究公司Dealroom公布2016年投資於法國科技產業
的創投資金達27億歐元，較前一年成長80％，是前一年的2倍以上。

法國財長Bruno Le Maire也表示，他將在未來數月宣布
大規模資產出售計劃，為總統馬克宏設立100億歐元基金
投資於顛覆式創新的競選承諾提供融資。他表示，盡管投
資於顛覆式創新耗資巨大且無法快速產生收益，但這有助
於法國與其他大型經濟體展開競爭。

過去5年投資法國科技創投資金達60億歐元
藝術、文化、觀光，一直是優雅浪漫的法國人的生活
態度，但近年情況已有了改變。根據歐洲創投數據研究公
司Dealroom公布的「2016年歐洲創投報告」，2016年投資
於法國科技產業的創投資金（包含國內與國外資金）達
27億歐元，較前一年大幅成長80％，筆數達590筆，是前
一年的2倍以上；如果將過去5年加總，金額已超過60億歐
元。
法國近年在新創公司總數，或是取得國外創投基金的
新創公司數量都持續攀升。今年1月的創業家展覽（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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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Entrepreneurs）現場，30歲以下的參觀者中，有60％的
人表示未來有創業的意願。

根據歐洲科技資料庫公司（Tech.eu）的報告，2015年
投資於法國新創公司的資金，巴黎地區佔了80％。要如何
爭取更多資源，成了各地方政府未來的考驗。面臨倫敦和

法國失業率曾達到10.4％

柏林競爭，馬克宏一直想要鞏固法國做為歐洲科技領導者

自2009年金融風暴過後，法國失業率逐年攀升，至

的地位。在發展創投產業上，馬克宏擁有一些強大的基礎

2015年達到10.4％，今年第一季，降至近5年新低9.6％；

供其持續發展。依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指出，法國已成為

若以經濟成長率表現，法國也不如德國或英國。2012年經

歐洲創投資金規模第二大國。

濟成長曾跌至0.2％的低點。

法國嚴格勞工法規與僵硬管理方式是難題
「法國科技計畫」奠定法國成為新創國家的基石

但法國嚴格勞工法規與僵硬管理方式，讓該國許多新

2012年，因應前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實

創公司難以成為大型、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公司，包括行政

行「富人稅」所產生的反彈而催生了「法國科技計畫」

程序的複雜、創投資金供給不足、勞動法令僵化等等。但

（The French Tech）。透過推行創業城市認證計畫，吸引

過去3年，法國確實變得不一樣，大眾對於創業的關注明

國外資源與人才。科技計畫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法

顯提高，法國報紙報導創業和新創新聞的頻率，2016年報

國科技之門」計劃（French Tech Ticket），這項計畫的推

導的篇數大約是3年前的3倍多，且幾乎所有法國商業報紙

動，讓法國一躍成為全球創業生態系的要角。

都有規劃創業版。

科技之門計畫鎖定法國以外的國外創業團隊，入選的

隨著英國脫歐、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種種

新創團隊可獲得4萬5千歐元的創業基金，進駐法國加速器

機遇都為馬克宏和法國，搭建了表現的舞台，未來5年任

∕孵化器中心接受輔導，並可快速取得4年的居留權。對

期，或許將是法國新創另一波高峰成長期。 華

法國政府來說，最終目的是希望留住這些新創團隊，在法
國落地發展。隨著科技之門計劃擴大規模，法國政府於今
年推出「法國科技簽證」，主要針對外國新創公司創辦人
與員工、受法國新創公司雇用的外國員工、以及外國投資

（資料來源∕Eurostat）
法國、德國、英國和歐盟失業率（％）
12

法國
德國
英國

10

歐盟
平均

8

者，只要符合相關資格規定，便可透過簡化的流程，取得
6

「人才護照」4年居留許可，家人也同時包括在內。若是
一般簽證，只能取得1年居留權，若要長期居留，必須每
年重新申請，而且流程較為繁雜，例如必須包括健康檢查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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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手續。
（資料來源∕Eurostat）
法國、英國、和德國經濟成長率（單位：％）

英國脫歐，讓新創人才往法國出走

6

未來凡是參加科技之門計畫的新創團隊，便自動取得

4

科技簽證的資格。沒有簽證阻礙人才的問題，法國便擁

2

有優於其他國家的籌碼。且英國脫歐，更是法國的大好機

0

會。因為歐洲有5億人口的市場，脫歐對新創公司影響很

-2

大；此外是人才問題，很多人不願意留在英國，企業找人

-4

變得困難。法國科技之門計畫正好給了他們一條出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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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歐盟EPA
助益全球自由貿易
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歷經四年談判，雙方簽署框架協議。日歐間將逐步廢除逾95％
貿易項目關稅，形成占世界經濟與貿易約3成的經濟圈。這是從英國脫歐，美國退出TPP，反全球化
聲浪達到最高峰後，區域經濟整合最重要的進展。
經4年談判，日本與歐盟就「經濟夥伴協定」

歷

取開放市場這方面一直落後韓國，2013年6月安倍政府提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達成共

出「國際展開戰略」確定積極推進TPP、RCEP、中日韓

識，可望在2019年完成簽署，未來將逐步取消雙方貿易品

FTA、日歐FTA等經濟合作，並設立了到2018年把FTA覆

項中95％的貨物關稅，預計歐洲農產品及日本汽車零件出

蓋率提高為70％的目標。

口關稅將可望最先廢除。

歐盟的主要動機是為農產品找到新出口機會。這項協
定使歐盟幾乎所有農產品都能以免稅進入日本市場，儘管

日歐EPA是高標準與高品質的新世紀自由貿易協定

其中一些項目有相當長的緩衝期。

由於美國已經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加上川普總統對完成「跨大

日歐EPA逐步廢除逾95％貿易項目關稅

西洋投資與貿易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日歐EPA主要焦點在於，日本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Partnership，TTIP）興趣缺缺。因此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TPP）的相同水準、也就是撤除95％的關稅進行交涉，

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歐盟則提出「超越TPP」自由化程度的協定；雙方目前在

RCEP）完成談判上路前，日歐EPA將成為國際間GDP總量

撤銷關稅達成共識的部分已超過95％。

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另外日本與歐盟雙邊同意開放貨品

歐盟將在七年內將現行10％的汽車關稅降至零，約九

自由化比例約為95％，因此相較於至今RCEP成員之間仍

成汽車零組件則會立刻取消關稅，家電用品等的關稅也都

對90％的開放目標缺乏共識，日歐EPA無疑是一個具備高

取消，家電用品、電視機等5年內撤銷，其他進出口項目

標準與高品質，新世紀自由貿易協定的代表。

原則上都已達成即刻撤銷的共識。

這是自去年10月與加拿大簽署全面經濟貿易協定

至於農產品方面，雙方撤銷紅酒關稅，歐盟放寬釀造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法限制，讓日本紅酒可出口歐洲，歐盟也將取消日本酒、

CETA）後，歐盟在推動自由貿易的另一里程碑。2016年

綠茶關稅。歐盟占全球五成市場的起司方面，日本政府擔

歐盟與日本進出口貿易總額1,250億歐元（約合1,420億美

憂對國內酪農造成衝擊，提出在三到五萬噸的額度以下，

元），歐盟-日本貿易協定將成為歐盟達成的最重要貿易

設定十五年逐步下修關稅的方案，但歐盟希望有更高的額

協定之一。這也將成為歐盟的一大政治勝利。歐盟尋求能

度，且日方最終能夠零關稅。至於巧克力、義大利麵等加

更進一步與加拿大簽訂的廣泛貿易協定，並使自己成為全

工品的關稅則設定10年廢除。

球自由貿易倡導者。
對日本來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藉此替代被川普廢
掉的TPP，為他主張的國內經濟改革提供動力。日本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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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官員表示，歐盟-日本貿易協定有可能同樣廢除
每年總額約10億歐元的海關關稅，推動歐盟加工食品、化
學品和醫療設備出口。

日歐經濟體 不輸TPP與RCEP

EPA將對全球自由貿易產生三大助益

日本與歐盟人口占全球僅8.6％，但日歐經濟體將達全

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可望開花結果，不只

球經貿逾三成。2016年歐盟與日本GDP合計達21兆美元，

是誕生另一個超大經濟體，更可在全球瀰漫保護主義的氣

約占全球GDP的28％；貿易總額合計36.8％，不輸TPP與

氛中，可望對全球自由貿易產生三大助益。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

首先是重新凝聚TPP的向心力：美國宣布退出TPP

夥伴協定（TPP）後，日歐EPA對日本來說是最大規模的

後，雖然日本與澳洲站出來力圖主導TPP生效，但「TPP

貿易協定。

11」內部仍浮現各種雜音。倘若日歐EPA生效，將成為日

日歐EPA也顯示歐盟東進政策已有具體的成效。歐盟
以往區域經濟整合著重在內部成員的擴充，以及與鄰近國

本主導TPP最有利的一張牌，其他十個會員國可透過日本
進攻歐盟市場。

家的結盟。2010年開始推動「東進政策」，期望與亞洲國

其次是對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家建構FTA。歐盟已與韓國、新加坡及越南簽署FTA，與

（RCEP）將產生一定壓力：日歐EPA爭議點雖然在關稅，

日本簽署EPA的行動，可說是完成其東進政策最重要的一

但實際涵括廿七領域，包括智慧財產權、電子商務、企業

塊拼圖。

競爭政策等，是高標準的經貿協定。未來RCEP談判時，

就日本而言，日本過去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主要重點

各國可以日歐EPA為基礎要求高水準的自由貿易條件。

是與亞太國家的結盟，在歐洲只有與瑞士簽署FTA。日歐

再來，或能改變川普對自由貿易的敵對姿態：日歐

EPA對日本也是一大突破，可以降低2011年生效的歐盟—

EPA勢必將衝擊美日經貿與美歐經貿，日本未來將可從歐

韓國FTA的衝擊，對日本是一大利多。

洲進口優惠牛肉、起司等農產品，取代美國貨；歐洲也可

日歐EPA是高品質的協定，自由化程度並不低於

調降從美國進口電子汽車產品數量，改為進口日貨。川普

TPP，涵蓋範圍廣，開放程度非常高；特別是在日本被視

面臨出口減少的壓力，將面臨重新調整策略的壓力，才可

為鐵板一塊的農業部門，對歐盟有大幅度的開放，未來對

能兌現他「雇美國人、買美國貨」的目標，甚至重返TPP

於歐盟農產品的出口將是一大利多。雙方針對貨品貿易、

也是不無可能。 華

服務貿易、投資、競爭、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非關稅
措施等多項議題，均有深度的開放。特別是在一些高度敏
感的項目，如日本的農產品與歐盟的汽車，均納入自由化

▼就日本而言，日本過去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主要重點是與亞太國家的
結盟，在歐洲只有與瑞士簽署FTA。日歐EPA對日本也是一大突破，可
以降低2011年生效的歐盟—韓國FTA的衝擊，對日本是一大利多。

範圍，顯見雙方開放市場的勇氣與決心。

EPA生效，日本與歐盟將更有競爭力
一旦EPA生效，對日本消費者來說，歐洲產的紅酒、
義大利麵、巧克力等產品將比現在更便宜；日本出口到歐
洲的汽車及日本酒也更有競爭力。
對歐洲來說，正展開與英國的脫歐談判，歐盟正盡一
切努力塑造續留歐盟的好處，歐日自貿協定是其中一項，
另對日本而言，則可以彌補美國停止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TPP）的缺口，尤其是在最近安倍晉三領軍的自由民
主黨在東京都議會地方選舉中遭遇空前挫敗，他也需要一
個重大經濟成就來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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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總部10年後可能在北京
國際經濟大權可能從美國向中國轉移，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
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10年後有可能將IMF總部轉移至北京。
照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通過。在2010年的改革落實後，中國在該組織的投票權比

IMF）的規章制度，IMF須將其總部設在規模最大

例由3.65％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國和日

按

的經濟體內，這也意味IMF看好中國經濟可望在未來10年

IMF各成員國投表權比重

內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IMF總部需設在最大成員國
二戰後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
一，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
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IMF自設立以來，
總部一直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IMF的投票權問題一直是
該組織爭議的焦點，作為最大出資國的美國擁有最大表決
權，按照IMF的規則，一般事務需要70％投票權支持才能
通過，而重大改革事項則需要85％以上的投票權支持才能

本之後。
按照IMF規章要求，

排名

國家

比重
（％）

1

美國

16.52

2

日本

6.15

員國。自1945年建立以

3

中國

6.09

來，美國一直是IMF的

4

德國

5.32

5

法國

4.03

6

英國

4.03

國擁有IMF 16.5％的投票

7

義大利

3.02

權，這意味著美國擁有

8

印度

2.64

9

俄國

2.59

10

巴西

2.22

資料來源：IMF （截至2017/08/28）

其總部要設在最大成

最大成員國。目前，美

一票否決權。
而經濟學家估計，
經濟增速達6％以上的中

▼IMF是否真的會將總部遷到北京，或者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越來越大的貢獻能否反映到IMF投票權中，還取決於IMF能否進行大規模的
份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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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可能在未來1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按名

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導致IMF內部權力結構改變

義GDP計）。包括IMF在內的一些國際組織則認為，以購

拉加德坦言，世界持續改變，如今新興經濟體和低收

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美國。

入經濟體已佔全球GDP（國內生產毛額）約60％，並貢獻

不過，IMF是否真的會將總部遷到北京，或者說，中

80％的全球經濟成長。人們也無法迴避大勢所趨，看看

國等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越來越大的貢獻能否反映到

資金投向何處即可明瞭。言下之意，透露了持續推動IMF

IMF投票權中，還需要取決於IMF能否進行大規模的份額

表決權改革的意圖。IMF在2010年推出配額與表決權改革

改革。

案，但到2015年美國國會批准後才生效。IMF去年底發起
新一輪改革，預計2019年完成評估。

IMF成員國投票權比重計算複雜

包括IMF在內的部分人士認為，最近幾年來，中國為

當一國加入IMF時，它被分配一個初始份額，該份額

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卓越貢獻，這也導致IMF內部權力結

與經濟規模和特徵大致可比的現有成員國的份額相當。

構發生重大改變。事實上，IMF在2010年時曾經修改投票

IMF現行份額是一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權重為50％）、

配額和投票結構，並將於2018年另作一次檢討。外界預

開放度（30％）、經濟波動性（15％）和國際儲備

期，隨著中的經濟愈加強大，在IMF中的影響力也將逐漸

（5％）的加權平均值。份額以IMF的記帳單位—特別提款

擴大。

權（SDR）計值。IMF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

此外，從近年多家國際金融組織都聘用中國人出任要

的最高限額，也關係到其可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並基

職，即可看出中國的話語權愈加茁壯。譬如，剛卸任不久

本上決定了成員國在IMF決策中的投票權。

的IMF前副總裁朱民，過去不僅是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IMF每個成員國的投票權由基本票加上每10萬特別提

更曾擔任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 華

款權（SDR）的份額增加的一票構成。2008年的改革將基
本票固定為占總投票的5.502％。
隨著發展中國家的興起，世界經濟發生重大變化，

國際貨幣基金IMF相關數字

呼籲IMF進行投票權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根據IMF的規
定，通過投票權改革需要獲得85％的絕大多數票。而正是
美國的一票否決權導致IMF投票改革受阻。IMF在2010年
通過了投票權改革，但美國國會共和黨卻將這一改革推
遲了五年，直到2015年12月，投票權改革才在美國國會通
過。改革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IMF的投票權增加。中
國的投票權由改革前的3.81％增加到超過6％。
儘管如此，目前中國6.09％的投票權（截至2017年8
月28日）仍不會對IMF決策產生什麼實質性影響，也與
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極其不匹配。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的資料，按購買力平價衡量，2016年中國

1944

Year the IMF was
established

Total amount the IMF
is able to lend to its
trillion member countries

189

Member countries

172

New loans made
since 2008

147

Nationalities
represented by staff

40+

Current lending
arrangements

24

Executive Directors
representing 189
member countries

0％

Interest rate on loans
to low-income
countries

$1

經濟總規模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高達近18％，高於美國，但
美國在IMF擁有的投票權是中國的2.7倍多。
IMF通常每隔五年進行一次份額總檢查。IMF第15次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org

份額總檢查計畫將於2018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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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球最大的冰淇淋市場
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是冰淇淋的發源地，馬可波羅從東方返回義大利時把這種甜品引入了西方。
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在2016年9月舉行

俄

儘管普亭幫自家冰淇淋打廣告不遺餘力，但根據

的20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送一箱冰淇淋給

「2016中國冰淇淋市場研究報告」，中國冰淇淋年銷量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讓原本就遠近馳名的俄國冰淇淋在

估計達33億公升（相當於330萬噸）。換算下來，俄羅

中國更熱門，今年上半年熱銷640萬噸，較去年同期成長

斯出口中國的640噸冰淇淋僅占2016年中國市場銷量的

17％。

0.019％。
從整個中國的冰淇淋市場來看，還是「本土稱王」的

冰淇淋出口為俄羅斯帶來很大收益

局勢。進口冰淇淋看起來雖然很火熱，但在整個中國的市

根據俄羅斯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上半年俄羅斯

占率甚至不到5％。以上海地區為例，2017年上半年的銷

冰淇淋出口到中國年增17.5％，共出口640萬噸，金額達

售額排行榜上，知名法國品牌哈根達斯（Haagen-Dazs）僅

1700萬美元。2016年同期出口550萬噸，金額為1220萬美

擠進第4名，占9.2％。前3名全被中國大陸本土冰淇淋品牌

元。冰淇淋出口為俄羅斯帶來很大收益。

占領。

由於俄羅斯冰淇淋品質優良，除了中國、獨聯體國家

由於冰淇淋一路要冷鏈運送，從俄羅斯、日本等地進

及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等都在採購外，德國、加拿大、瑞

口，成本大幅增加，加上關稅、上架費，一步步墊高價

士、美國、蒙古、以色列等國也在積極地採購俄羅斯冰淇

格，讓進口冰淇淋一球動輒人民幣30元起跳。在這種情況

淋。

下，民眾大多還是吃本土品牌，偶爾才可能吃一下進口冰

俄羅斯冰淇淋出口到中國也並非一帆風順。俄國冰淇

淇淋。

淋生產企業遇到的困難主要是中國海關，比如現在有大量
的冰淇淋產品滯留在烏蘇裡斯克（Ussuriysk）海關，主要

全球最大的冰淇淋消費市場

就是中方海關設立的障礙。據了解，許多俄羅斯遠東食品

但外國冰淇淋品牌對中國市場仍具高度興趣。根據

廠遇到同樣問題，中方正通過海關壁壘阻止更大量進口俄

「2016中國冰淇淋市場研究報告」，目前中國冰淇淋市

羅斯食品。

場規模超過人民幣1110億元，是全球最大的冰淇淋消費市
場，並持續成長中。
瞄準中國的高端、現製冰淇淋市場，不少國際品牌搶
著進駐。除Haagen-Dazs外，莫凡彼（Movenpick）第一家
直營專賣店2016年12月在廣州太古匯開業；來自俄羅斯的
馬爾卡（Mapka）冰淇淋也將在大多數一、二線城市展開
業務。

2016全球冰淇淋市場年銷售增至130億升
依據英敏特（Mintel）最新市場研究顯示，全球冰淇
淋市場2016年銷售為130億升，較2015年（156億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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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6.7％。其中，歐美市場下滑最快。22％接受調查的美

在美國，外面為冰凍糯米皮，內部為冰淇淋夾心的糯

國人表示，自己買冰淇淋的量變少了，這其中有一半的人

米滋（mochi）冰淇淋熱度持續上升。同時，泰式冰淇淋

稱是為了健康。畢竟，想消耗掉一個可愛多的熱量，需要

卷一再成為美食媒體頭條，被譽為甜點領域的下一個明

辛辛苦苦走87分鐘。

星。中東地區對冰淇淋創新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強。尤其

報告也顯示，印度、印尼和越南成發展最快市場。印
度冰淇淋市場過去5年的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3％，預計

booza冰淇淋，源自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一種傳統冰淇淋，
其影響力日漸上升。

2017年銷量將超過相對更加成熟的市場，包括英國。預計
2017年印度冰淇淋銷量將達到3.818億升，2021年將達到
6.572億升。

素食冰淇淋需求漸長
英敏特調查還顯示全球冰淇淋市場還出現了非乳製產

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冰淇淋市場，估計2016年銷量

品的風潮。全球採用純素食宣稱的甜點和冰淇淋產品從

達到43億升，美國和日本分別以27億升和7.56升排第二、

2014年2％，2015年的3％上升到2016年的4％，其中2016

三名。但在人均消費量方面，英敏特調查發現挪威消費者

年，59％素食冰淇淋出現在歐洲市場。

才是冰淇淋的大胃王，2016年人均食用9.8升冰淇淋，澳大
利亞和瑞典分別以人均9.4升和8.9升排第二、三名。
事實上，隨著東方人對冰淇淋的喜愛漸長， 2016年全
球有三分之一的冰淇淋產品出現在亞太地區，2013年這一

素食冰淇淋產品增多是許多消費者減少乳品攝入量的
結果。多達三成（29％）義大利消費者表示他們主動降低
乳品攝入量或避免使用乳品，法國、波蘭和德國的這一資
料分別為23％、16％和14％。 華

數位為26％。而同期北美冰淇淋產品所占份額從19％下降

增長最快的國家

至14％。

近5年冰淇淋銷量

西方消費者越來越喜歡異國口味

13％
11％

另外，西方消費者越來越喜歡嘗試更加具有東方口味

9％

9％

的冰淇淋。超過四分之一（30％）的加拿大消費者有興趣

8％

嘗試異國風味的冰淇淋，比如綠茶味或芒果味，23％有興
趣嘗試異國特色的產品形式，比如日本糯米滋（mochi）
馬來西亞

歐洲也是如此，冰淇淋消費者們渴望嘗試異國口味。

土耳其

越南

印尼

印度

冰淇淋和印度酷爾菲（kulﬁ）冰淇淋。
20％的義大利，17％的波蘭和16％的法國消費者有興趣嘗
試異域特色的成分，比如芥末、綠茶或藏紅花。

澳大利亞

9.4升

美國

9.8升

英國

挪威

丹麥

27億升

2016年冰淇淋人均消費量TOP 3

泰國

43億升

瑞士

2016年冰淇淋消費總量TOP3

下滑最快的國家

近5年冰淇淋銷量

-1％
7.6億升

-2％

日本

美國

中國

瑞典

-2％

-2％

8.9升

-3％
第三十五期∣2017∣華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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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三萬美元俱樂部
國家地區已達26個
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發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9月為止，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步入「3萬美元俱樂部」的國家共26個。
居榜首的是人口不及60萬的盧森堡，人均GDP突破

美元，明年可望攀升至3萬353美元，進入「3萬美元俱樂

10萬美元大關，達10萬1715美元。緊隨其後的是瑞

部」。

位

士（7萬8245美元）和挪威（7萬3450美元）。

瑞士只花兩年，人均GDP從2萬超越3萬美元大關
南韓人均GDP可望於2018年進入「3萬美元俱樂部」

記錄顯示，一國的人均GDP在突破2萬美元後，平均

目前，南韓人均GDP為2萬9110美元。分析預估，南

用了8.2年的時間超越3萬美元大關，瑞士甚至只花了兩年

韓的人均GDP從2萬美元上升至3萬美元所需時間大約為

時間。德國和日本的人均GDP都在5年內從2萬美元跨過3

12年。資料顯示，南韓人均GDP於2006年首次突破2萬美

萬美元，法國和加拿大則用了超過12年的時間才達成。 華

元大關，為2萬0873美元。但受全球金融危機

2017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之國家/
地區

影響，2009年跌至1萬8300美元，隨後穩定成

排名

長，到了2015年，南韓人均GDP為2萬7805美

1

Luxembourg

101715.5

2

Switzerland

78245.45

3

Norway

73450.4

南韓企劃財政部最近發布經濟展望預

4

Macao SAR

68400.74

5

Iceland

67570.06

測，今年南韓的經常收支增速為4.6％。若按

6

Qatar

64446.81

7

Ireland

62085.42

8

United States

59609.07

9

Australia

55215.28

10

Denmark

52870.79

11

Singapore

51431.32

12

Sweden

49824.32

13

San Marino

44947.14

14

Hong Kong SAR

44751.76

15

Netherlands

44654.23

16

Austria

43786.11

17

Canada

43611.26

18

Finland

42611.83

19

Germany

41243.88

20

New Zealand

41107.51

21

Belgium

40696.47

22

United Arab Emirates 40162.4

23

Israel

39125.72

24

Japan

38281.58

25

United Kingdom

37812.51

26

France

37294.72

元。

此計算，南韓今年的人均GDP將達到2萬9200

2017年全球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國家/地區

人均GDP

單位：美元
※截至2017年9月4日為止
資料來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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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新用途，家具環保原料
美國農業這幾年出現農作物生產過剩問題，因此，美國農夫和貿易團體正把腦筋動到汽車製造
商和玩具公司頭上，企圖用新的方法消耗過剩的玉米和黃豆等穀物。
球農作物已連續幾年出現豐收，加上氣候也十分良

題讓許多農夫深陷債務泥淖，也因此讓尋找替代使用方法

好，導致美國和全球各地的穀物收成攀上歷史新

的需求變得更加急迫。

全

高，就算市場對食物、動物飼料和生質燃料的需求強勁，
也無法緩解供過於求問題。

伊利諾州的Argo Genesis化學公司近期就採用黃豆開發
自家的高可塑性塑膠，這種塑膠可用於鋪路材料、硬紙板

近年來，玉米和黃豆已被應用在福特汽車坐墊、
IKEA床墊、Danone優格杯和寶鹼（P&G）旗下的歐蕾保

和尿布黏著劑等產品。該公司指出，這類化合物讓製造商
可降低油價動盪帶來的風險。

濕產品中。運動用品大廠愛迪達旗下的銳跑（Reebok）品

許多消費者願意以更高的價格購買這些永續性產品，

牌近期也推出用玉米製成的運動鞋，樂高今年初也表示，

企業若轉而使用這類能每年種植的原料，也有助於他們的

將用穀物製作樂高積木。

綠色憑證，即便研究人員目前對這些穀物新產品對環境的

更有產業團體呼籲做深入研究，讓這些榖物取代石

整體影響還未有定論。

化原料，應用到工業與建築業。美國國家玉米生產者協

歐洲生物塑料協會指出，全球約96％的農業用地被用

會（National Corn Growers Association）副會長伯特爾斯

在生產食物、飼料和種植牧草，在2014年，用於生物塑料

（Paul Bertels）表示：「我們的產量實在過剩，需要替玉

的穀物僅占0.01％。

米找出新用途。」

美國農夫也希望美國企業能看見與穀物相關的新商
機。美國聯合黃豆董事會工業用途主管卡克蘭（Keith
Cockerline）說：「福特在座椅中加入黃豆，並非僅因他

美國黃豆今年栽種面積將刷新歷史紀錄
在2017年第1季，美國的玉米和黃豆庫存已高達103.5
億英斗。由於庫存過多，自1月中來，黃豆期貨價格在芝

們覺得這是件不錯的事……而是因為他們也能靠這個賺
錢。」 華

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下滑逾

各產業使用生物塑料的比重

10％，而玉米價格也正面臨壓力。

單位：％

分析師預料南美洲的大豐收將加重
全球供過於求問題，美國農業部也

包裝

曾表示，美國黃豆今年的栽種面積

消費者產品

預料也將刷新歷史紀錄。
過去已有業者嘗試尋找穀物和
含油種子的替代使用方法，全球最
早生產生物塑料PLA的Nature Works
自1989年就已啟動稱為Cargill的研
發計畫，該公司是PLA的最大生產
商。不過，連續幾年的供過於求問

39.0
22.0

汽車與運輸

14.0

營建

13.0

紡織
農業與園藝
電機及電子
其他

6.0
3.0
0.5
2.5

註：去年總共使用了420萬噸生物塑料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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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慧
未來主流技術

兩年，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應用在圍棋AI （Alpha Go）、遊

這

戲AI （Pokemon Go）以及超商AI （Amazon Go）的成果，震撼全球。圍棋AI（Alpha

Go）橫掃人類，遊戲AI（Pokemon Go）創下多項金氏世界紀錄，超商AI（Amazon Go）被預
期將大規模取代現有的工作機會，再次證明運用大數據和智慧演算法的人工智慧，已經達
到新的里程碑，宣告未來的主流技術就是人工智慧（AI）。
在人工智慧的帶動下，2030年全球GDP可望較2016年增加14％的成長，貢獻15.7兆美
元，增額超過目前中國和印度的GDP總和。研究機構Gartner（顧能）更將AI列為「2017年
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預測」的首位。
歐美各產業在好幾年前早已展開不同領域的AI研究，從大數據分析、雲端服務、車
用相關、金融市場、軍事等產業都積極發展。AI的應用極為廣泛，農業、醫藥、軍事、太
空、互聯網、各種服務業，甚至預測犯罪。
AI就是人類下一步的科技主流，全球都將進入一個新的科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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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是由美

人

提升速度將超越北美國家，在2030年可望增加中國GDP的

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於1955年提出，目標為使電

26％，達到7兆美元，成為全球因人工智慧受惠最大的國

腦具有類似人類學習及解決複雜問題、抽象思考、展現創

家。中國、北美因AI而增加的經濟產出預估將達10.7兆美

意等能力，能夠進行推理、規劃、學習、交流、感知和操

元、佔全球經濟受益總額將近70％。

作物體，應用領域非常廣泛。近年來，個人語音助理如蘋

在八個不同的產業中，最有人工智慧潛力的三個商業

果Siri，以及分別擊敗人類西洋棋與圍棋高手的IBM Deep

領域是以影像為基礎的診斷（image-based diagnostics）、

Blue、Google DeepMind、AlphaGo等都是人工智慧研究的

依需求接單生產的產品（on demand production）、自動化

結晶。

的交通控制（autonomous trafﬁc control）。在個別產業，由

這項已有數十年歷史的科學，由於手機與偵測器所創

於人工智慧增加生產力、產品價值及消費力，受惠人工智

造出來的大量數據，加上電腦的超強技術能力能夠處理如

慧最大的三個產業是零售業、金融服務業和生技醫療業。

此多的數據，因而再度復興。據Tractica科技研究公司指
出，AI市場在2016年僅6.437億美元，到2025年將擴張到

Gartner將AI列「2017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

368億美元。

預測」首位
研究機構Gartner（顧能）也發布研究報告，預估包含
軟體及服務，到2020年全球AI市場規模將達3,000億美元，
2016年僅300億美元，短短四年將成長十倍。Gartner已將
AI列為「2017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預測」的首位。
Gartner全球營運副總裁Matthew J Boon表示，AI不是
一個產品或一項單獨技術，是由多種科技組成，例如深度
學習、神經網絡、自然語言處理等，再透過新的演算法，
讓機器可以理解、學習、預測、適應環境，甚至自行運
作。深度學習與神經網路等科技有可能模擬人腦：輸入大
量數據後，可辨認影像、聲音並做決策。
例如透過AI運算，網路監視器可以判別客戶性別、年

▲人工智慧的概念是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於1955年提出，目標為
使電腦具有類似人類學習及解決複雜問題。

2030年AI貢獻全球GDP成長上看14％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在2017年世界經濟論

齡甚至心情，應用在金融或零售業，銀行、超商就可即時
分析客戶偏好，推銷相對應產品，顛覆傳統行銷模式。醫
療院所也可以透過AI比對，幫助癌症腫瘤的檢測與判斷，
達到精準醫療。

壇新領袖年會中公布《全球人工智慧研究報告》。報告指
出，在當前最大商機「人工智慧（AI）」的帶動下，2030
年全球GDP可望較2016年增加14％的成長，貢獻15.7兆美
元，增額超過目前中國和印度的GDP總和。
在各個國家方面，由於北美市場對人工智慧的準備較

機器人、AI類股 今年來漲贏美股大盤
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技術近來已成科技業公認的下一個
大趨勢，也令全球投資人趨之若鶩，使今年以來相關指數
漲幅超越美股大盤。

周全，北美企業生產力提升的速度將高於中國，將增加

在那斯達克交易的Global X機器人與人工智慧ETF指數

北美國家14.5％的GDP，約3.7兆美元。不過，在10年後，

（BOTZ），自年初以來總計暴漲30％，是道瓊工業指數

中國在人工智慧的技術和經驗更加成熟，中國的生產力

9％漲幅的3倍多，也比標普500指數的11％漲幅多出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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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全球機器人與自動化指數（ROBO）自年初以來漲

應用軟體，追蹤心律不整，可有97％準確度，對避免中風

幅也達到25％。

提供早期治療選項。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黎貝洛（Jessica

今 年 以 來 美 國 新 科 技 四 強 （ FA N G ） ， 臉 書

Ribeiro）提出的研究報告發現，使用人工智慧最遠可預測

（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ex）及

一個人未來2年內有意自殺，準確度達80％到90％。臉書

谷歌（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股價漲幅都介於20％至

也使用人工智慧，分析社群網絡貼文，作為防止自殺試驗

50％之間，而這四家公司都積極投資人工智慧及機器人，

計畫的一部分。

令外界更加看好相關概念股後市。

DeepMind已與英國三家醫療機構合作，共同合作有
關將人工智慧用在治療頭部、頸部癌症（如口腔癌、咽喉

2018年將有75％企業仰賴AI，或機器學習功

癌、鼻咽癌等）、腎臟病人腎功能追蹤檢測流程以及檢測

能應用

眼疾病例。

歐美各產業在好幾年前早已展開不同領域的AI研究，
從大數據分析、雲端服務、車用相關、金融市場、軍事等

DeepMind學習演算法幫助省電

產業都積極發展。AI的應用極為廣泛，農業、醫藥、軍

此外，DeepMind在2016年7月宣布，運用學習演算法

事、太空、互聯網、各種服務業，甚至預測犯罪，幾可確

將Google數據中心用電量減少了15％。DeepMind的智慧演

認，就是人類下一步的科技主流，全球都將進入一個新的

算法能夠更有效地預測Google數據中心的冷卻系統和控制

科技時代。

設備的負載，從而將用於冷卻的電量減少了40％。分析師

據IDC調查顯示，截至2018年，有75％企業將會至少

估計，未來幾年這可能會為Google節省數億美元。

有一項需仰賴AI或機器學習功能的應用。此外，未來 5
年，人工智慧技術導入企業將成為重心，包含製造業、軟

會寫地方新聞與創作音樂的AI

體業、資訊工程業、生物醫療科技、零售通路業、網路

Google資助英國國家通訊社（Press Association）80.5萬

業、車輛產業等。例如導入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技術可提高

美元，打造可自動寫新聞的人工智慧，目標為每月寫出3

製造業產能與效率；於軟體產業可讓大數據與雲端科技獲

萬則地方新聞。這套軟體能運用自然語言生成技術，將來

得更精密分析與判斷；於醫療產業，結合穿戴式裝置將可

自政府、地方議會和執法機構的大量公開數據，自動轉換

提振整體醫療水準且開發出治療人們疾病的藥物；在零售

為容易閱讀的報導，報導題材涵蓋犯罪、健康、就業等。

通路，縮短物流管理時間且更精確判斷供需，減少庫存成

美國流行歌手紹森（Taryn Southern）發行全新專輯，

本等。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觀察，人工智慧都正在密切的改

名為《我是人工智慧》（I am AI），特別的是整張專輯

變許多產業。

都是紹森與人工智慧「Amper」共同完成的。人工智慧

新科技應用，包括西洋棋或圍棋電腦、自動駕駛汽

「Amper」是由一群專業的音樂人與科技專家共同研發而

車、機器人、虛擬實境、都市智慧交通管理、機器翻譯

成。紹森表示，與AI合作，她寫歌的速度比其他音樂人快

等，其實都是依靠具備大量、多樣性和即時性的大數據採

了20倍。

集和處理來進行智慧判斷，也就是將必要作決策解決的不
確定性問題，轉化成數據處理的智慧問題，因此能發揮人
工智慧的巨大優勢。

人工智慧，體育新勢力
近期在AI領域，更夯的是「影像分析」。「影像分
析」可以更快、更即時、更優化，還能3D呈現，運用在體

人工智慧當醫生
加州研究人員以Apple Watch搭配人工智慧Car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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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賽事的好處是，球員每個動作「都跑不掉」。若是棒球
賽，教練透過影像分析觀察球員比完第一局，下一局就能

做出最新建議，例如調整打擊方式或投球姿勢；但過去這
些可能得靠「筆記」把球員的揮棒速度、跑壘速度記錄下
來，「事後」再做檢討，現在運用AI的「機器學習」，通
通都在現場即可搞定。將AI運用在體育賽事，已形成一股
新勢力。

機器人和AI技術將取代數以百萬計工作機會
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將促使白領勞力過剩、進而導致
失業率升高。WEF預估，到2020年時這些技術可能會「減
少」500 萬個就業機會。根據花旗銀行（Citi）和英國牛津
大學的預估，全球經濟合作組織中的57％就業機會，未來
都會面臨自動化技術的考驗。
此外，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表示，人

▲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表示，人工智慧（AI）將取代
90％的人類工作機會，世界將完全被改變以及顛覆。

工智慧（AI）將取代90％的人類工作機會，世界將完全被
改變以及顛覆。人類的數據量遠遠不如機器，未來人類在

英國晶片設計商安謀（ARM）公布委託Northstar調查

封閉領域的思考與抉擇，都會被AI取代，AI未來會有很大

公司，訪問來自美國、亞洲和歐洲的共3938位消費者進行

的成長。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也表示，未來人工智慧會取

對人工智慧的看法進行調查，19％的受訪者認為製造業最

代社會50％以上的工作機會，並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人工

可能受到AI衝擊，18％認為是銀行業，10％選擇建築業。

智慧核心將是「能做出什麼樣的應用」。

大眾運輸和金融分析並列第四名，接下來是保險業、計程

日經、英國金融時報的聯合研究顯示，在大約2000項
人類有償工作項目當中 、 機器人能夠執行的比例已達到

車業、農業、警察和維安業，科學和健康照護產業則是最
安全的。

30％，在日本比例更是超過 50％。日本官方數據顯示，
2017年4∼6月工業機器人訂單金額已年增49％至1,717 億
日圓。

AI威脅論，薩克柏槓馬斯克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指出，近年來人工智慧

根據公共服務智庫《Reform》的最新報告，預估到

（AI）發展迅速，不僅帶來新的機遇，同時也伴隨著風

2030年英國中央政府13.7萬名行政公務員的工作都可由人

險。各國政府必須嚴正以待，趕緊妥謀對策因應。他甚至

工智慧聊天機器人來取代、預估一年可省下26億英鎊公

警告，AI是人類第三次技術革命，很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

帑。這份報告並且預估，30％護士工作可以被自動化、部

大戰，但他堅信人類終究會戰勝機器。

分專科的醫師工作也有3成可被人工智慧所取代。為減輕

AI與人類間是否會存在著存亡之戰尚未得知，但矽

急診室的工作壓力，英國國家健康服務 （NHS，公醫制

谷兩大科技大老卻已引發論戰。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度） 已宣布將採用人工智慧去評估、篩檢病人病情。

（Elon Musk）認為AI是一種威脅人類文明的根本風險，

管理顧問機構德勤（Deloitte）也預測，未來10∼20年

會讓機器將來取代人類。然而臉書執行長薩克柏（Mark

超過三分之一的工作恐將面臨自動化的威脅。根據牛津大

Zuckerberg）認為未來5到10年AI將提升人類生活品質，且

學、德勤的研究，自動化恐將令逾 85 萬名公務員丟掉飯

認為如馬斯克般主張AI威脅人類文明的世界末日論調是

碗。公共部門高達 130 萬份行政工作最有可能 （機率高達

「非常不負責任」。兩人大打口水戰，凸顯出科技社群對

77％） 被自動化取代。

AI發展的論辯熱度。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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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組AI國家隊
以搶先機
人工智慧是目前科技發展重要議題之一，各國政府積極推動人工智慧的發展，帶動國內企業組
成國家隊，以人工智慧加速推動相關應用，搶得絕對的地位。

球各國都積極發展AI（人工智慧）產業，最積極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自動化與經濟》（Artificial

家莫過於美國與中國。美國在2016年接連發表了三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以及《美國國

份AI白皮書，詳細規劃AI產業發展策略。不讓美國專美於

家人工智慧研究與發展策略規劃》（The National Artificial

前，亞洲國家也積極追趕，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政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人工智

府及台灣則是分別宣布投入1,500億美元、100億日圓、1.6

慧戰略報告，針對AI對經濟領域的影響作出預測與建議，

兆韓元、1.5億新加坡幣以及1000億新台幣，積極帶動企業

並呼籲「如何應用AI驅動自動化生產潮流將是下一任政府

自組國家隊，希望在AI產業站穩一席之地。

所面臨的重大挑戰，AI已經開始改變美國就業市場，改變

全

人們從事的職業與所需技能」。

美國政府AI戰略報告，鼓勵各產業AI發展並擴
大經濟效益

綜合來看，美國這幾份白皮書，鼓勵私營和公共機構
利用AI造福社會，把握各產業AI發展進程、擴大經濟效

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2016年下半年分別發表名

益。白皮書中指明，聯邦政府應優先發展基礎和長期AI研

為《為人工智慧的未來做準備》（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究，因為這些都是私人企業不願投資的領域，聯邦政府對
這些領域的研發至關重要，並應與國際上利益相關者研發

▼美國在2016年接連發表了三份AI白皮書，詳細規劃AI產業發展策略。

合作，而各機構平台也應考慮AI未來引起的網路安全，全
方位做了AI未來發展政策詳述。
有了政府力挺，美國AI企業彷彿得到強而有力的資源
與肯定，根據烏鎮智庫統計，2016年美國新增AI企業數占
全球比重達26.19％，為全球最高。2016年美國AI融資規模
占全球比重更高達64.49％，同樣也是全球最高。

中國搶攻AI ，2030年產值10兆人民幣
中國則是積極推動AI產業的第二大國，除了民間企業
積極投入資金研發AI應用之外，中國國務院2017年7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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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規劃明確訂定人工智慧
為未來中長期目標，且將分成三階段來施行。
第一階段期望跟上全球領先國家的AI技術與應用，在
2020年創造1,500億元人民幣的AI核心產業規模以及1兆元
的相關產業規模。
第二階段期望讓部份AI技術與應用達到全球領先水
準，在2025年創造4千億元的AI核心產業規模與5兆元的相
關產業規模。第三階段期望中國AI在理論、技能、應用領
域皆能領先全球，在2030年時其AI核心產業規模可超過1
兆元，相關產業規模可達10兆元。
在世界各國極力發展人工智慧之際，中國加入此戰

▲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希望開發出不需大量數據的基本AI技術，能在人類
因資料不足而無法察覺問題的前提下，找出最優化解決方案。

局，競爭與合作將並進，有助增添整體AI產業發展動能，
將可望帶旺相關供應鏈。

AI被視為提升南韓第四工業革命競爭力的關鍵。南韓
政府計畫在2019年底培育出3,600名AI工程師，長期目標是

日本產官積極合作投入AI 研發

在10年內讓AI技術競爭力追上先進國家的水準。此外，南

日本政府將AI技術列為經濟成長戰略的主軸之一，希

韓也制定了5年無人駕駛車產業發展計畫、首要目標是在

望藉由AI技術之活用，解決日本人口減少、技能者不足等

2019年底以前自主開發出感應器等核心零件。在VR（虛

課題。2016年9月，擁有政府背景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旗

擬實境）/ AR（擴增實境）部分，南韓計畫在2020年底前

下先進綜合情報機構與日本豐田汽車、NEC等20多家企業

縮小與美國的技術差距。

及研究機構，連合展開產官學研究，開發人工智慧（AI）
共通基礎技術，以協助醫療、製造現場等利用AI技術，

新加坡政府5年砸1.1億美金打造「AI.SG」計畫

以提高工廠生產性及解決日本高齡化等課題。這項產官學

新加坡也積極推動AI發展，預計未來五年將推動「AI.

合作計畫，預定實施10年，首先計畫自2017年起由理研主

SG」以及「新加坡資料科學聯盟」兩大發展計畫，前一項

管單位日本文部科學省編列100億日圓規模之補助經費推

計畫由國家研究基金會等六個公家單位合作推動，後一項

動，企業方面也預定負擔數億日圓經費，共同推動。

計畫則由學術機構與民間企業共同組成，鎖定金融、都市

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希望開發出不需大量數據的基本AI

管理及醫療健保等三大人工智慧應用領域。並投資1.5億新

技術，能在人類因資料不足而無法察覺問題的前提下，找

加坡幣（約1.1億美元）發展人工智慧及資料科學，提升新

出最優化解決方案，參與的企業可以使用這套程式，開發

加坡經濟競爭力。

適用的AI系統。

八年1,000 億元，打造台灣成 AI 創新研發基地
南韓投資1兆韓元‧推動AI產業起飛

台灣為推動智慧科技產業，行政院規劃未來八年將投

南韓2016年8月選定AI發展等方案作為韓國未來九大

入1,000億元新台幣（以下同），包括成立大數據運算平

國家戰略項目，並且宣布，2020年前將投資1兆韓元（約

台、推動智慧城市、自駕車等應用，促進台灣成為全球AI

8.4億美元），促進人工智慧（AI）產業發展，並計劃支

創新研發基地及AI系統輸出國，帶動產業發展。

持將由民間成立的一所研究中心，作為國家AI產業研發的
「樞紐」。

此外，台灣科技部先後指將投入50億元建置「可延展
性高速運算平台」、五年投入50億元成立三至四個「AI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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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中心」、四年20億元在中科及南科建置「智慧機器

（WEF）在 2016 年所提出的一個口號，指的是藉由自動

人創新自造基地」，加上4年40億元經費，以推動智慧終

化和機器人技術，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改變。

端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相關研發的「射月計畫」，等於
在人工智慧的投資預算破百億元規模。

由於已有多個機構預測，包括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等技
術可能將在全球市場取代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因此，

雖然AI人工智慧產業是由軟體帶動硬體的產業，但台

英國政府幫助實現人工智慧和機器人革命，而不是淪為它

灣的半導體產業規模甚大，因而希望透過補助學界與業界

的受害者。作為現代工業戰略的一部分，英國政府計畫花

合作，打造未來的半導體產業。因此，台灣科技部訂定的

費 1.7 億英鎊來建立新的技術學院，為雇主的需求提供高

目標為三奈米晶片在2022年可量產的時代，台灣能開發應

技能的人才技術培訓，並讓學生在上大學之外，提供多一

用在各類終端裝置的AI晶片，包括在無人載具與AR及VR

個選擇。

的使用、物聯網系統與安全等，也希望台灣能夠出現人工
智慧應用的公司。

法國六年間投入150億歐元發展人工智慧產業
法國政府2017年1月宣佈「法國國家人工智慧策略」

英國增加47億英鎊研發資金，發展新工業戰略核心

（stratégie France IA）行動計畫（IA為法文Intelligence

英國政府在 2016 年秋天宣佈將增加 47 億英鎊的研發

Artiﬁcielle縮寫），由法國經濟工業暨數位部及高等教育暨

資金，這些資金將用在人工智慧（AI）、智慧能源技術、

研究部共同主持，未來六年間將投入150億歐元發展人工

機器人技術和 5G 無線通訊等領域的新工業戰略核心發展

智慧產業，並於未來五年目標投資10家優秀新創企業，每

上。顯示英國新的經濟發展政策似乎圍繞著「第四次工

家金額最高達2500萬歐元。

業革命」展開， 而「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世界經濟論壇

事實上， 法國一直在大力推動人工智慧的發展。一方

▼台灣為推動智慧科技產業，行政院規劃未來八年將投入1,000億元新台幣，包括成立大數據運算平台、推動智慧城市、自駕車等應用，促進台灣成為
全球AI創新研發基地及AI系統輸出國，帶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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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借助歐盟機器人研發計畫、歐盟人腦計畫、FET等專
案，將研究與產業結合，大量引入專業人才；另一方面，
在國內成立了國家推進創新機構（La French Tech），並於
2013年出臺了旨在推動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法國機器人發
展計畫》。另外，其深厚的科學、工程尤其是數學研究基
底，也為AI技術的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基於其良好的創
業環境、稅收政策，巴黎也被評為矽谷和倫敦之後世界第

▼

三大創新中心。 華
雖然AI人工智慧產業是由軟體帶動硬體的產業，但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規模甚大，因而希望透過補助學界與業界合作，打造未來的半導體產
業。

全球各國政府AI發展策略擘劃簡表
國家

計畫內容

美國

2016年第四季發表三篇報告，規劃美國AI產業發展的未來願景：
．《為人工智慧的未來做準備》（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自動化與經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美國國家人工智慧研究與發展策略規劃》（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人工智慧戰略報告。

中國

．預期5年後中國AI技術會有重大突破。
．2030年中國成為全球AI創新中心。
．中國政府未來將投注1500億美元資金進行相關研發。

日本

．日本認為開發AI技術可望維繫日本生產力
．擁有政府背景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旗下先進綜合情報機構，於2016年9月與日本豐田汽車、NEC等
20多家企業及研究機構，連合展開產官學研究，開發人工智慧（AI）共通基礎技術。
．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希望開發出不需大量數據的基本AI技術。
．由於這項計畫可能耗時10年，日本政府已在2017財年提撥100億日圓。

韓國

．2016年8月選定AI發展等方案作為韓國未來九大國家戰略項目。
．九大國家戰略項目，民間投資達6152億韓元，韓國政府亦將投入1.6兆韓元資金，計畫2026年將相關技術研發
提升到接近已開發國家水準。

新加坡

．未來五年將推動「AI.SG」以及「新加坡資料科學聯盟」兩大發展計畫。
．「AI.SG」為期5年，由國家研究基金會等六個公家單位合作推動，由新加坡國家研發基金會投資1.5億新幣。
．「新加坡資料科學聯盟」由學術機構與民間企業共同組成。

台灣

．行政院未來八年將投入1,000億元，包括成立大數據運算平台、推動智慧城市、自駕車等應用，促進台灣成為
全球AI創新研發基地及AI系統輸出國。
．科技部先後指將投入50億元建置「可延展性高速運算平台」、五年投入50億元成立三至四個「AI創新研究中
心」、四年20億元在中科及南科建置「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加上4年40億元經費，以推動智慧終端
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相關研發的「射月計畫」。

英國

．增加 47 億英鎊的研發資金，這些資金將用在人工智慧（AI）、智慧能源技術、機器人技術和 5G 無線通訊等
領域的新工業戰略核心發展。
．花費 1.7 億英鎊來建立新的技術學院，為雇主的需求提供高技能的人才技術培訓。

法國

．宣佈「法國國家人工智慧策略」（stratégie France IA）行動計畫，未來六年間將投入150億歐元發展人工智
慧產業，並於未來五年目標投資10家優秀新創企業，每家金額最高達2500萬歐元。
．成立國家推進創新機構（La French Tech），並於2013年出臺了旨在推動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法國機器人發展
計畫》。
．巴黎被評為矽谷和倫敦之後世界第三大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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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兩國在AI產業
各具優勢

人工智慧產業近年成為各國、各企業以及投資者的注目焦點。火紅之程度，讓麥肯錫全球研究
院、騰訊研究院以及烏鎮智庫，紛紛推出重磅級的人工智慧相關報告，從全球面向以及中美兩國之
角度，分析人工智慧之發展與現況。報告顯示，中美兩國在人工智慧方面並駕齊驅，成為人工智慧
技術發展的主要兩大國家。
肯錫全球研究院發佈《人工智慧，下一個數字前

麥

中美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總量全球比

沿》（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The Next Digital Frontier）

報告，對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領域的現狀及未來進行分析
與解讀。騰訊研究院則發佈《中美兩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
全面解讀》，從政策、產業、投資、應用等方面對比了中
美兩國AI的發展狀況。

42％
美國

23％
中國
592家

1078家

烏鎮智庫的《烏鎮指數：全球人工智慧發展報告
（2017）》展示出各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競爭態勢，也清

全球總共
2542家

晰地體現了中國各地的發展情況。

美國的AI企業數量遙遙領先全球

(截至2017年6月止)
資料來源： 騰訊研究院《中美兩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全面解讀》

依據騰訊報告，在全球範圍內，人工智慧領先的國家
主要有美國、中國及其他發達國家。截止到2017年6月，

美國人工智慧企業以舊金山灣為發展重鎮

全球人工智慧企業總數達到2,542家，其中美國擁有1,078

烏鎮指數則顯示，美國人工智慧企業以舊金山灣為主

家，佔據42％；中國其次，擁有592家，佔據23％。中美

要發展重鎮，舊金山灣區人工智慧新增企業數在全美新增

兩國相差486家。其餘872家企業分佈在瑞典、新加坡、日

人工智慧企業數中占34.52％，全球占比達12.91％，每年

本、英國、澳大利亞、以色列、印度等國家。

新增的人工智慧企業數占美國當年新增數量的比例，已從

從企業歷史統計來看，美國人工智慧企業的發展早

2000年時的28.6％，上升至2016年的近50％。

於中國5年。美國最早從1991年萌芽；1998進入發展期；

2000-2016年，歐洲新增人工智慧數量占全球的

2005後開始高速成長期；2013後發展趨穩。中國AI企業誕

18.88％，從人工智慧企業數量上看，英國在歐洲各國中

生於1996年，2003年產業進入發展期。在2015年達到峰值

獨佔鰲頭，占歐洲人工智慧總數的27.3％，其後為德國

後進入平穩期。

12.34％、法國9.6％。英國在三國中一直處於領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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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AI專利數暴增，超越美國

人工智能企業數、專利申請數與融資規模分布相關度

全球積極走向AI，看準商機，各國創
人工智能領域，從融資規模，專利申請數到企業數量排名上看，三者之間具有很高的相關性。美國、中國、英國
、德國、加拿大、等國家均在三個榜單上。

融資規模

以防止對手快速複製，保障獲利時間、空

單位：億美元

179

26

8

6.4

6.3

4

3

2.8

2.5

2.1

美國

中國

英國

加拿大

德國

以色列

日本

法國

西班牙

瑞士

投積極投資，各大企業也開始布局專利，

間最大化。根據多項調查，美、中、日AI
專利申請數量位列前三，不過最積極的中
國，目前申請專利增速則超車美國；此

專利數

外，在AI領域全球論文發表數量上也領先

26891

15745

14604

4386

4053

2459

2310

1803

597

578

美國

中國

日本

德國

韓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英國

俄羅斯

奧地利

美國。展現了中國緊抓AI崛起的雄心。
根據日本發明專利資訊平台Astamuse
對日本、美國、中國、韓國、印度、新

企業數

加坡、澳大利亞、巴西、以色列以及歐

2905

709

366

233

228

173

160

136

132

83

洲，這10個主要國家/地區專利申請數量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加拿大

以色列

德國

法國

西班牙

瑞士

的分析，2014年申請AI相關的專利總數為
8205件，比2010年的4792件提高了70％。

資料來源:《烏鎮指數：全球人工智慧發展報告（2017）》

Astamuse 技術情報部門經理 Nobuaki
位，自2005年開始，英國每年新增人工智慧企業數超越法

Kawaguchi 表示，人工智慧目前的發展是繼1950年和1980

德兩國每年新增人工智慧企業數之和。

年之後的第三次繁榮，在2015年和2016年，申請將超過14

2000-2016年，中國人工智慧新增企業數占亞洲人工智
慧企業總數的68.67％，印度緊隨中國之後，占亞洲人工智
慧企業總數的13.2％，以色列則為9.4％。在亞洲地區，中
國的人工智慧產業具有更顯著的競爭力。

年的紀錄，創造歷史新高。自2005年以來，全球主要國家
在AI領域的相關專利申請數量超過了6萬件。
對各國的統計發現，AI專利的申請數量，美國、中國
和日本位列前三，佔全球總申請量的73.85％；第四名德國
的AI專利申請量僅為中國的27.8％。其中中國的 AI 專利申

2016科技巨頭在AI投入200至300億美元

請大幅增加，2010 年到2014年，中國的總申請數是前5年

麥肯錫報告則指出，在2016年，企業在人工智慧上的

的2.9倍，升至8,410件。而從2005年到2009年，中國總申

投資大約為260億至390億美元，其中百度、谷歌等科技巨

請數是2934件。同一時

頭 2016年在AI上的總投入是200億至300億美元，這些資

AI專利申請數量變化
美國增長到約1.26倍

金中90％用於研發和部署，10％用於收購。創投公司的投
資為60億至90億美元，從2013年開始外部投資有了3倍增
長。從2013 年起，對AI的投資增長率是其他行業3倍。麥

美國
15317

12147

肯錫發現，在接觸到AI技術的公司中，有20％是早期使用

中國增長到約2.9倍 中國8410

（上升26％），而日本

件（下降3％）。
根據烏鎮指數統

日本減少
３％

和金融服務業。
2934
２１３４

慧中心包括美國的矽谷、紐約和波士頓，中國的北京和深
圳，以及歐洲的倫敦。

12147件上升到15317件

則從2134件下降到2071

者（early adopter），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電信、汽車/裝配

此外，麥肯錫發布報告指出，現在最有活力的人工智

期，美國的總申請數從

２００５∼０９年

計，美國人工智慧專利

歐洲
日本2071
韓國
印度
2010∼14年

申請數累積達到26891
項，位列全球第一；中
國共計15745項，位列

第三十五期∣2017∣華商世界

25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The current AI wave is poised to finally break through
Investment in AI is growing at a high rate, but adoption in 2017 remains low

In 2016, companies invested

of AI-aware firms say

20% they are adopters

$26B to $39B

3+ technologies
2 technologies
1 technolog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 GIANTS
$20B to $30B

SATRTUPS
$6B to $9B

Asse

ts

e

ag

Us

Medium ．Retail
．Media/entertainment
AI
adoption ．CPG

31%
Partial adopters
10%
Experimenters

Six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AI adopters

AI adoption is greatest in sectors that are already
strong digital adopters
．High tech/telecom

40%
Contemplators

of firms say they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benefits of AI

How companies are adopting AI

High AI ．Automotive/assembly
adoption ．Financial services

7%

41%

3X External investment growth since 2013

10%

3%

Labor

．Education

Low AI
．Health care
adoption

．Travel/tourism

Digitally mature

Larger
businesses

Adopt AI in
core activities

Adopt multiple
technologies

Focus on growth
over savings

C-level support
for AI

Digital maturity

美國及中國主導AI產業之版圖
矽谷

紐約

倫敦

北京

頂級的創業公司中心（有
12700～15600 家活躍的
創業公司，200 萬名技術
工作者）、引領全球風險
投資、許多世界頂級科技
公司的總部所在地。

金融和媒體行業的領先中心、培養人工智慧人才的
優質大學（比如康奈爾大學）、強大的投資環境
（在早期階段的投資的絕對數量上僅次於矽谷）。

全球金融中心、支持投資和金融科技應用、歐
洲在 VC 創業公司投資方面的領袖、頂級的科
技公司在此有分支機構、世界頂級的大學培養
頂級人才（包括劍橋、帝國理工和牛津）。

清華、北航和北京大學等在創造大量的學術研
究成果、百度等科技巨頭的廣泛參與、中國政
府將人工智慧看作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

深圳
華為和中興等電子設備製造
公司的中心、強大的硬體實
力、中國政府將人工智慧看作
是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

波士頓
科學界和工業界有悠久的合作歷史、世界級
的大學（比如 MIT）在開發先進技術和培養
頂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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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但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專利申請數及專利授權數

中美兩國AI論文數量仍執牛耳

就超越美國。最近五年，中國AI專利數平均每年成長率為

中國和美國顯然已經在專利申請數量執全球牛耳。麥

43％、美國為21.7％；自2000年以來，美國新增AI專利數

肯錫的報告也指出，中國、美國在2015年，兩國學術期刊

在2.7萬筆之上，中國新增AI專利數則在3.4萬筆之上。中

上發表的AI相關的論文接近1萬篇，而英國，印度，德國

國儼然已經是美國在AI領域中的最大潛在競爭對手。

和日本加起來才約相當於中、美的半數。

專家分析，美國專利申請數量雖不及中國，但美國在

白宮在去年10月指出，中國的「深度學習（deep

申請專利之後，會陸續將這些專利授權出去，等於花費巨

learning）」學術文章發表數量已超越美國。據估計，全球

額資金投資研發後，美國企業會藉由適度的授權賺回授權

超過五分之二訓練有素的AI科學家都在中國境內。雖然按

金，以提供更好的研發空間，專利申請領域平均分布於機

AI相關的論文數量排名顯示，中國發表了大量被廣泛引用

器人、電腦視覺識別、機器學習、語言處理。

的AI相關的論文，但論影響力仍是美、英更大，去除自引

中國近年也很積極投入申請專利，但中國申請專利
後，給出的授權數較少，而專利申請領域則以機器人、電
腦視覺識別為主。

（self-citation）後，美國更有優勢。
可見得「質」方面，中國仍需要專注於增強創新能
力。雖然中國學者比美國研究人員發表的AI相關的論文更
多，但論文產生的影響力並不及美、英的研究者。

對AI專利和知識產權IP的爭奪，已是必然趨勢
AI 投資的競爭正演變成巨頭科技公司對專利和知識產

從AI行業熱點領域來看，中美各有優勢

權（IP）的爭奪。麥肯錫發現，在AI投資市場，風險資本

深度學習引領了當今AI發展的熱潮。騰訊報告究其原

（VC）、私募基金（PE）和其他外部資金的比例僅為一

因，在於算力和資料在近十年來獲得了重大的突破。當

小部分（9％）。在所有不同投資領域公開的數據中，企

下，人工智慧產業出現了九大發展熱點領域，分別是晶

業併購在2013年至2016年間增長最快（85％的增長率）。

片、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辨識、機器學習應用、電腦視覺

該報告列舉了許多企業內部投資的例子，比如亞馬遜在機

與圖像、技術平台、智慧無人機、智慧型機器人以及自動

器人技術和語音識別方面的投資，Salesforce 在虛擬代理和

駕駛。

機器學習方面的投資。寶馬、特斯拉和豐田等汽車製造商

在美國AI創業公司中排名前三的領域為：自然語言處

在無人駕駛領域對機器人技術和機器學習的投資。此外，

理252家，機器學習應用（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

豐田計劃投資10億美元，建立一個針對機器人技術和無人

242家，以及電腦視覺與圖像190家。在中國AI創業公司中

駕駛的研究機構。
麥肯錫的研究表示，亞馬遜以7.75億美元收購Kiva讓

▼中國近年積極投入申請專利，專利申請領域以機器人、電腦視覺識別
為主。

他們獲益匪淺。過去以人力從下單到出貨的時間從60分鐘
到75分鐘不等，Kiva的機器人系統能讓機器人自動分揀貨
物，能將時間減少到15分鐘，同時運貨能力增加50％。運
營成本估計下降20％，投資回報率接近40％。
透過運用算法來為全球一億用戶提供個性化推薦服
務，Netflix也獲得了很好的結果。他們發現，用戶在搜索
電影超過90秒之後就會離開網站。通過改善搜索結果，能
避免用戶取消訂閱服務，這將避免他們每年減少10億美元
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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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工智能各領域企業數量分布圖
中國
92
61
146
35
51
125
31
14
36

美國
自然與言處理
機器學習運用
計算機視覺與圖像
技術平台
智能無人機
智能機器人
自動駕駛／輔助駕駛
處理圖／芯片
語音辨識

252
241
190
144
91
91
41
33
24

排名前三的領域為：電腦視覺與圖像146家，智慧型機器

人工智慧驅動的公司。中國互聯網領軍者BAT（百度、阿

人125家以及自然語言處理92家。

里巴巴、騰訊）也將人工智慧作為重點戰略，憑藉自身優
勢，積極佈局人工智慧領域。
這些科技大企業透過招募AI高端人才、組建實驗室等

科技巨頭在主導產業發展實力具有先發優勢
騰訊報告顯示，由於AI產業核心技術掌握在科技巨頭

方式加快關鍵技術研發。同時，通過持續收購新興AI創業

手中，科技巨頭在產業中的資源和佈局，都是創業公司所

公司，爭奪人才與技術，並通過開源技術平台，構建生態

無法比擬的。因而引領AI產業發展的技術競賽，主要是巨

體系。

頭之間的角力。

在AI發展成為必然的趨勢下，預料，繼互聯網＋之

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臉書，這五大科技巨頭

後，人工智慧（AI）＋勢將成為另一個新發展的趨勢，使

都投入越來越多資源搶占人工智慧市場，甚至整體轉型為

得該產業將成為人才與資本投入的主要吸納區。 華

科技巨頭布局AI產業發展
公司

應用層
消費級產品

技術層

基礎層

行業解決方案

技術平台/框架

晶片

Google

谷歌無人車、Google Home

Voice Intelligence API、
Google Cloud

TensorFlow 系統、Cloud
Machine Learning Engine

訂製化TPU、Cloud
TPU、量子計算機

Amazon

Echo、Alexa語音助理、
智能超市Amazon go、
PrimeAir無人機

Amazon Lex、Amazon
Polly、Amazon Rekognition
（深度學習型影像辨識）

AWS分布式機器學習平台

Annapuma ASIC

Facebook

聊天機器人Bot、
人工智慧管家Jarvis、
智慧照片管理應用Moments

人臉辨識技術DeepFace、
DeepMask、SharpMask、
MultiPathNet

深度學習框架Torchnet、
FBLearner Flow

人工智慧伺服器Big Sur

Microsoft

Skype即時翻譯、小冰聊天機器人、
Cortana虛擬助理、人工智慧聊天機
器人Tay、視覺晶片A-eye

微軟認知服務

DMTK、Bot Framework

FPGA晶片

Apple

Siri、iOS照片管理

IBM

/

騰訊

WechatAI、Dreamwriter寫作機器
人、絕藝、天天P圖

百度

百度識圖、百度無人車、
度秘（Duer）

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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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喇叭天貓精靈X1、人工智慧客
服「阿里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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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son、Bluemix、ROSS
智能搜尋引擎「雲搜」和中
文語義平台”文智”、優圖

/
SystemML
騰訊雲平台Angel、
NCNN

Apple Neural Engine
類腦晶片
/

Apollo、DuerOS

Paddle-Paddle

DuerOS晶片

城市大腦

PAI 2.0

/

全球AI人才
競爭激烈
全球最大的職場社交平台LinkedIn最新報告顯示，隨海外華人歸國、BAT（百度、阿里巴巴、
騰訊）等科技巨頭助推下，未來中國相關領域人才數將倍增，成為帶動中國AI產業崛起的主要力
量。
Alpha Go多次地打敗人類棋手後，人工智慧（AI）

LinkedIn發布業內首份《全球AI領域人才報告》，揭示了

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也成了全球科技巨頭

當下全球AI行業的人才分布圖譜。此報告基於LinkedIn全

的新戰略方向，且AI創業公司的不斷湧現，讓人才成為

球有5億高端人才大數據，對全球AI領域核心技術人才的

這場競爭背後的主戰場之一。全球著名的職場社交平台

現狀、流動趨勢和供需情況做了一系列深入分析。

在

全球AI領域技術人才分布圖
荷蘭3萬＋
英國14萬＋

德國3萬＋

法國5萬＋

中國5萬＋
加拿大8萬＋

義大利3萬＋

印度15萬＋

美國85萬＋

澳大利亞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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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及全球AI從業者從業年限分布

2014∼2016年間領英發布的AI職位數量
領英發布的AI職位數量

44萬

中國

美國

71.5％
65.4％

全球

數據資料：Linkedln全球人才大數據
38.7％
28.4％

5萬

19.2％
13.1％
11.2％

11.5％

2014年

2016年

2.2％

0.6％ 10％

0∼1年

全球人工智慧細分領域人才需求排名
排名
1
2
3
4
5

13％

15.8％

3.7％ 4.7％

2∼3年

4∼7年

8∼10年

10年以上
（不含10年）

2014年的5萬飆升至2016年的44萬，增長近8倍。具體到細

細分領域
算法、機器學習等
GPU、智能芯片等
機器人
圖像識別/計算機視覺
自然語言處理

分領域，當前對AI基礎層人才的需求最為旺盛，尤其是算
法、機器學習、GPU、智能晶片等方面，相對於技術層與
應用層呈現出更為顯著的人才缺口。

資料來源： LinkedIn

中美AI人才對比
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第一季，從全球範圍看

從全球範圍來看，全球AI人才普遍資深，具有十年以

LinkedIn平台上AI領域技術人才數量已達到190萬，其中有

上工作經驗的人才占比高達65.4％。在人才結構方面，美

約85萬位於美國，高居榜首。而中國的AI領域相關從業者

國的十年以上AI從業人員比例更達到全球最高的71.5％，

總數也超過5萬人，位居全球第七。

中國資深AI人才數量與美國差距顯著，十年以上從業者
僅占38.7％；從數量上來看，中國AI人才則約為美國的
1/30。儘管人才絕對數量上存在顯著差距，在中美AI人才

全球AI領域人才需求激增
過去三年間，透過LinkedIn平台發布的AI職位數量從

的學歷對比方面，中國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人才占比明顯
更高一籌，以62.1％領先於美

中國近7成AI人才聚集北京、上海
美國AI人才星羅棋布
華盛頓
6.4％

舊金山灣區
17.2％
西雅圖
6.0％

國的56.5％。
西安
1.3％

波士頓
7.4％

在人才分布方面，中國
深圳
10.7％

芝加哥
6.0％

有近7成AI人才扎根在北京與
上海，分布非常不均；而美
國AI人才分布則星羅棋布，
除舊金山灣區（17.2％）和紐
約（14.3％），波士頓、華盛
頓、西雅圖、芝加哥地區也匯

紐約
14.3％

聚眾多AI人才。

成都
3.0％

上海
33.7％

中美AI人才雇主Top10
洛杉磯
5.7％
達拉斯-沃斯堡地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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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
4.3％

武漢
1.6％

廣州
5.3％
北京
34.1％

蘇州
2.3％
杭州
4.5％
南京
2.3％

報告根據中美兩國AI人才
在企業中的分布總結出了中美

也日漸加深，未來若要從事不受AI衝

中美AI領域的Top10僱主
華為

中國

１

百度

2

擊且高薪的工作，包括：微軟創辦人
阿里巴巴

3

微軟

4

騰訊

5

IBM

6

英特爾

7

比爾•蓋茲（Bill Gates）、阿里巴巴

聯想

AMD

8

9

惠普
10

集團創辦人馬雲、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執行長穆斯克（Elon Musk）等CEO都

微軟

美國

１

谷歌

2

亞馬遜

3

IBM

4

蘋果

5

建議大學生應該在就學期間攻讀數據
Facebook

6

英特爾

7

甲骨文

8

美國銀行

9

美國富國銀行
10

分析、程式語言、科學工程經濟學、
人文學科等4領域相關科系。

AI領域的Top10僱主。根據榜單，目前在中國排在前三位

在各界擔心AI與機器人將取代人力之際，一些知名企

的僱主分別是華為、百度和阿里巴巴，騰訊和聯想則分別

業領袖建議，若想從事不會被機器人或人工智慧取代的工

排在了第5和第8的位置，雖然榜單的半壁江山被海外企業

作，大學生應攻讀以下幾種領域的相關科系並培養能力。

占據，但高科技巨頭企業的人才吸引力正在不斷提升。

一、數據分析：馬雲指出展望未來的就業市場，與數

在美國Top10榜單中，有兩家金融機構上榜，分別是

據相關的技能將具有極大的價值。他建議盡所能學習數據

排在第9位的美國銀行和第10位的國富銀行，說明在美

相關知識，以跟上時代變遷；Google母公司Alphabet執行

國，Fin-Tech已經成為趨勢並形成規模。

董事長施密特（Eric Schmidt）也強調數據分析在未來就業

隨著深度學習的發展與底層技術的打通，人工智慧正
在促進製造、消費、交通、金融等多個領域的智能化，而
人才的競爭或許才剛剛開始。

市場的重要性，他說：「重要的是下一世代年輕人對數據
分析須有基本的了解」。
二、程式語言：通用汽車執行長巴拉（Mary Barra）
認為，程式語言將是日益重要的核心技能，是每個產業未

海外華人AI人才的回流趨勢漸強

來都會需要的能力。

報告顯示，在世界範圍內，華人在AI領域的影響力

三、科學工程經濟學：比爾．蓋茲認為，科學、工程

已經不容忽視：全球近14萬華人AI人才已占到全球AI人

和經濟學是業界最熱門的學科，兼具這三項專才的人才，

才總量的6.5％。但是海外華人依然難以突破「玻璃天花

將能引領企業變革的推手。他說，未來大多數職業，都將

板」，海外華人AI人才中，僅有10.7％擔任總監及以上的

要求對科學、數學與經濟學有基本的理解。

職位，而美國所有AI人才中，總監及以上級別人才占比

四、人文學科：知名科技創投家庫班（Mark Cuban）

為20.6％。這也說明了海外華人AI人才的回流趨勢漸強：

表示，AI將使許多工作走向自動化，人文學科的批判思考

從2013年至2016年，畢業歸國的AI人才平均年增長率約為

能力與創意，反而比較不易被取代。 華

14％，而有海外工作背景的歸國AI人才平均年增長率約為
10％。其中，美國是這些海歸人才的第一大來源國，占比

輸送華人AI人才最多的全球6大高校

超過四成。據了解，亞馬遜前主任科學家任小楓，6月底

1

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

才剛宣布，轉任阿里巴巴iDST首席科學家和副院長；前新

2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UC Berkeley）

3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4

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5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6

新加坡國立大學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王剛，3月時也上任阿里巴巴AI實
驗室首席科學家。

企業領袖建議，應學戰勝AI的學科領域
根據Crunchbase的統計，隨著AI衝擊人類就業的疑慮

資料來源：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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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楷恩｜文

開啟兩岸交流的大門
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尚未改革開放，台灣成為凝聚海外華商力量、促進
華人經濟繁榮的重心，也開始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的召開。八十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初具成
效，海外華商牽頭推動海峽兩岸經貿往來，並共同成為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兩岸交流由
民間帶頭成功推動，官方隨後逐步接力。迄今已逾三十年，官方關係隨政黨輪替，起伏不定。回望
來時路，不勝唏噓。

壹．緣起與發展

一、敏感的倡議

1984年，第十四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在台北舉行，我

我在大會閉幕典禮致謝詞時，心有所感的說了一句：

率夏威夷代表團出席。大會決議，下一屆會議在美國夏威

「希望我們這個會議，有一天能在北京舉行。」這句話，

夷舉行，由我接下象徵傳承的『綿傳敦』。當時，世界經

當時還有一點敏感。沒想到全場一陣掌聲，連同一起坐在

濟情勢複雜，台灣面臨台幣升值，勞動力成本提高，國際

主席台上的候任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與大會主席辜振甫先

市場競爭劇烈的困境。這時候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具

生，也頻頻點頭微笑鼓掌。這時，我相信在場所有的人都

成效，經濟環境日益改善，兩岸民間關係也略為緩和。台

明白，我這句話的涵義，是希望有一天大陸與台灣能夠和

灣與大陸經貿互補優勢，已日趨顯要。

平通商。因為，這是海內外華商所期望的。
當天晚上的惜別晚宴，海內外諸多代表團團長來向我
祝酒時，都很認真地討論我閉幕典禮上的那句話。尤其，
台灣多個商會理事長，更直言希望海外華商，能為台灣的
出口商品，打開通往大陸的一條通道。

二、兩岸三角貿易
一年後，我到台北拜會主導華商會議的僑務委員會曾
廣順委員長及相關部門主管，就下屆會議的籌備問題交換
意見，決定以「結合華商力量，開創華人新紀元」為大會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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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特別去拜訪前經濟部長，時任「對外貿易發

三、檀香山共識

展協會」（外貿協會）董事長張光世先生。張董事長談問

以「結合華商力量，開創華人新紀元」為主題的第

題，一向很直接、開放。他說：「台灣的出口貿易正需要

十五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於1986年5月5日至9日，在太

開拓新市場，台灣與大陸的直接貿易還不可行，但經濟部

平洋上風光明媚的夏威夷威基基舉行。

國際貿易局已提出『三角貿易』的辦法，可以考慮透過香

蔣經國總統，特別向大會頒發賀詞。

港進行間接貿易。」

會議的第二天下午，夏威夷各電視台及收音機播出令

我們深入廣泛地談了很多，他希望我能藉著美國國籍

人驚心的海嘯快報。大會現場喜來登酒店，也在三時三十

的身份，以及我在海外及香港社會的人脈關係，幫台灣企

分緊急宣布停止一切活動，所有旅客以及出席會議的華商

業打開大陸市場。

代表與嘉賓，須一律留在第十層樓以上的房間，或遷往附

離開台北，我接著到香港。

近高地。全島警戒，路上行人絕跡。所幸，海嘯未直接影

台灣駐香港機構代表陳志輝、鄧備殷，以及僑選監察

響到會議所在地的歐哈胡島，只有外島受了一些影響。因

委員、九龍總商會理事長梁秉樞、立法委員馮彥，很熱情

此，海嘯成為該屆會議一個令人難忘的插曲。事隔多年，

地款待。我們一起討論了很多有關於大陸的發展情勢，以

許多參加那屆會議的華商，印象最深的可能還是海嘯。

及香港作為兩岸經貿往來中介功能的意見。
我另外也透過各種管道，接觸了多位香港中資企業負
責人。他們對台灣產品很感興趣，但希望有機會能直接跟
台灣企業洽談，減少糾紛與弊端。

海嘯，雖然打亂了會議的一部份議程，但卻給我一段
私下邀約多位國內外主要華商社團領袖與嘉賓聚會，討論
有關促進海峽兩岸經貿合作的問題。
我提出，在香港舉辦「香港台灣產品展覽會」，做為
兩岸交流起點的計劃。我們經過深入探討後，外貿協會張
光世董事長建議在「三不政策」的紅線外，訂定了下列三
個執行的方針：
1.以「間接」、「民間」為基本原則。
2.由我統籌主導整體計劃與實施。
3.外貿協會協助推介及鼓勵廠商參展。

貳．海峽春曉
▲1986年，台灣駐港相關人士歡迎筆者為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到香港訪
問，左起：台灣駐港代表、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鄧備殷、國民黨駐港代表
陳志輝、工商協會會長田新橋、筆者、九龍總商會理事長梁秉樞、港澳

一場看似普通的產品展覽會，不但揭開了台灣海峽原
屬神秘的面紗，更在兩岸交流史上，寫下新的一頁。

僑選立法委員馮彥。
▼筆者（中）主持第15屆世界華商貿易會議。

一、香港台灣產品展覽會
這是一次開創性的盛會，不僅是台灣產品在台灣境外
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展覽會，更是大陸各地企業及經貿機構
人士，第一次較全面、直接親睹台灣產品的真實面貌。同
時，也是台灣廠商第一次公開、直接與大陸企業，面對面
洽談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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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政府對這一件事的態度。諸如：台灣廠商及嘉賓的來港
簽證、展覽會場的秩序、展品能否順利進口，甚至有人擔
心會被放炸彈等等。
這些顧慮經向香港移民局及警察局協商，都獲得超乎
意料的合作解決。讓台灣駐港機構與台灣企業，深深感
受到香港政府對台灣方面，已伸出了極其友善的雙手。因
此，更加使得台灣各方面，對香港這個進入大陸的橋樑，
充滿了信心與高度的肯定。

參．曙光乍現
▲第一屆台灣產品展覽會，筆者致開幕詞。

香港台灣產品展覽會的成功舉辦，不但帶給台灣廠商
展覽會於1986年10月22日在九龍尖沙咀海運中心舉
行，為期十天。開幕典禮，由外貿協會董事長張光世主

擴展貿易的新市場，也促使政府鬆綁兩岸政策的信心，閃
耀出兩岸交流的第一道曙光。

禮。我致謝詞時，以『血汗湧流的奇蹟』這一句話，作為
見証台灣同胞，用他們點點滴滴的血汗，凝聚的成就，造

一、政策鬆綁

就了『台灣的奇蹟』。
展覽會過後兩個多月，我到台北，張光世先生約我餐

二、記者臉上沒寫左或右

敘。一見面，剛握完手，他就急著告訴我說：「蔣總統
（經國）對這次在香港成功舉辦展覽會，表示贊同這個做

由於這是開創性的盛舉，在當時的兩岸政策上，絕對
是一件高度敏感的事。其中的過程，存在諸多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

法。」
接著他又說：「總統對兩岸純粹民間的接觸與交流，
將採取不壓制的主張。」

開幕典禮，我邀請了全香港所有媒體出席，也舉行了

他緊接著再說：「這種新的情勢下，我認為你在香港

記者會。記者會後，經濟部駐香港代表秦儷韓先生向張光

統籌成立民間經貿交流組織的事，應該可以放心地去做

世告狀，指開幕典禮及記者會把左派媒體、中共的記者都

了！何況，倡議兩岸經貿交流，還是你在華商會議提出

請來，不符當時政府駐香港機構一向的做法。

的，我們都是支持你的呀！」

張董事長幽默地回應說：我看過每一位記者臉上，都
沒有寫「左」或「右」，更沒有寫「中共」。

他一口氣講完，頓了一下，才想起菜都還沒點。趕緊
點了菜，請我一起喝茶。喝了幾口茶，他接著說：「總統

秦先生是一位資深的公務員，凡是沒有先例的事情，

說的不壓制，只是純民間的往來；官方，還是不鼓勵、不

都被例為禁忌。這也就是張光世與我商議決定，由「民

支持與大陸接觸。所以，這件事還只能由民間來做，採取

間」與「第三方」來開啟先例的原因。

純民間、第三方與財務獨立自主的模式。」
聽完他的話，我回應他說：「我完全認同由民間獨立

三、香港政府的友好合作

自主的做法，也只有這樣，比較可能有效開創一個不受政
策捆綁的作為。」

展覽會開幕之前，台灣駐港機構及相關人士擔心，香

34

華商世界∣2017∣第三十五期

二、創立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
1987年3月21日，我創辦的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港

肆．構建兩岸交流的窗口
一‧台灣產品展覽館

台貿協）正式成立，並設台北連絡處於外貿協會內。港台
貿協成立後，應台灣工商界要求，在6月24日至28日再次

由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策劃籌設，外貿協會協辦的

舉辦台灣產品展覽會。由於，有了前一屆的成功經驗，整

「香港台灣產品展覽館」與「港台貿協會館」，於1988年

個籌備時間，只有短短三個月，但是無論規模、內容與成

1月8日正式開幕。佔地共一萬二千多平方呎，分上、下兩

效，都遠勝上屆。

層樓，兩館各佔一層樓。主要設施包括：二樓展覽廳、三

展覽會後不到一個月的7月15日，台灣方面宣佈了解
除在台灣實施38年的戒嚴令。解嚴的震撼彈，為後續的開
放報禁、黨禁，以及赴大陸探親等鋪平了道路。
因應台灣政策的快速開放，港台貿協的會務計劃，加
快兩岸經貿交流的腳步。因此，決定擴大為港台貿協籌設

樓會議廳、簡報室、圖書資料室及辦公室。
開幕典禮，請外貿協會張光世董事長主持。展覽館與
會館的成立，不但成為香港本地貿易商、大陸各地外貿
機構，以及海外各地訪港商人，參觀、查詢台灣產品的窗
口，更為兩岸經貿交流建立了重要平台。

會館，並成立台灣產品展覽館。

二‧香港台灣貿易會議
三、開放赴大陸探親
香港台灣貿易會議，先後兩屆，在香港麗晶酒店（現
1988年元旦起，台灣人民可以赴大陸探親。這是，蔣
經國總統最後的一大德政，更是海峽兩岸歷史性的一大轉
折點。

稱：洲際酒店）舉行。第一屆會議，於1988年7月18日至
20日召開。
會議的目的，正如我在開幕典禮致詞時所說：「大陸

跟隨政府離鄉背井，久居台灣近40年的大陸赴台人

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條件，各有利弊。大陸廣大的土地、

士，真是喜出望外。解開著名詩人余光中「鄉愁」詩中，

豐富的資源、十億人口的巿場與勞動力，都是台灣所缺乏

最後一句：「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灣，我在這頭，大陸

的。而台灣的營商與外貿拓展經驗，以及技術、資金、人

（家鄉）在那一頭。」的思鄉情懷。
開放探親，除了實質的探親之外，也化解了兩岸緊張

▼張光世主持台灣產品展覽館開幕酒會致詞。

關係，開創兩岸良性互動發展的契機。
大陸低廉的土地成本、豐沛廉價的勞動力，對台灣傳
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開放探親初
期，台商攜帶商品赴大陸洽談採購訂單。
後來，運用大陸地方上盛行的「三來一補」（來料加
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以及補償貿易）的合作生產模
式，降低生產成本。
再後來，以間接投資的方式，利用大陸「三資企業」
的投資優惠政策，採取台灣或海外接單，大陸生產的運營
模式運作。從此，台商企業，短短數年內，在大陸如雨後
春筍般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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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香港台灣貿易會議全體出席代表合影。

才，卻是大陸所需要的。兩岸的結合與互補，加上香港自

他連絡接洽。當時，己經晚上十點，我即刻致電時任中華

由港的優越條件，彼此間將構成一個強大的經濟發展力

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徐享先生。

量。」

徐亨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直接打電話到他的住

首屆會議的部份台灣企業，會後以探親的名義，配合
香港代理商的安排前往深圳，參加由港台貿協與深圳巿貿
促會聯合舉辦的「深圳國際華商貿易洽談會」，成交率高
達98％。

處。電話裡，他說：「這是一件大事，相信政府一定會樂
觀其成。我馬上交代紅十字會同仁速辦。」
電話中，我留下林宗熙先生的電話號碼，請他交代紅
十字會的同事，直接與林先生聯絡。據知，台灣紅十字會
連夜協商，並由該會黃小姐於凌晨兩點多及早上五點，兩

三‧人道救援管道的搭建

度致電林宗熙先生聯絡，同意交接許志淞事宜。
不久，兩岸紅十字會達成在金門與廈門之間的海域，

1988年9月5日，下午我外出開會，晚餐後回到辦公
室，看到秘書的留言：「廈門市派駐香港窗口機構的林宗

交接落海被救的許志淞。更因此事件，促成兩岸紅十字會
為遣返偷渡犯及刑事犯，而於1990年簽訂「金門協議」。

熙先生打電話找您，好像是有要事。」
我隨即回電，根據林宗熙先生的陳述，大意是：一個
多月前的7月30日，在廈門檳榔嶼附近海域，廈門漁船救

伍．維護經貿權益的協商

起一名落水、幾乎陷入昏迷的台灣青年，經廈門相關部門

海峽兩岸的間接貿易，經過兩年的發展，已逐漸火

和醫務人員的配合醫療照顧，已恢復健康，想回台灣，希

熱。但兩岸相隔四十年的政治、社會制度之差異，難免產

望我能協調台灣適當機構合作接回台灣。

生一些糾紛。如何解決這些糾紛，成為有待解決的問題。

聽了他的話，我心想台灣方面已有紅十字會承辦大陸
探親事務，所以問林先生，可否由台灣紅十字會辦理。

一‧海峽兩岸商務仲裁研討會

他說：「最好，廈門方面也有這個意向。」
我告訴他，我會馬上連絡台灣紅十字會，儘快直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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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體稱為兩岸第一會談的「海峽兩岸商務仲裁研討

會」，於1988年8月20日在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會議廳舉
行。
這個研討會，是時任「商務仲裁協會」理事長黃綿綿
先生向我建議的。
由於台灣與大陸的仲裁機構，都是由政府唯一授權
的，見面的形式，必須考究。我決定，以「香港台灣貿易
協進會」主辦研討會的名義，邀請兩岸仲裁機構參加的方
式進行。
台灣代表團中，高惠民秘書長剛從經濟部商務司長轉
任，公務員的思維尚濃。他見到會議桌上商務仲裁協會

▲筆者主持海峽兩岸商標專利暨商務法律研討會。

的名牌，少了前面的「中華民國」四個字，馬上抗議說：
「我們生不改名，死不改姓」。
我立即向大家解釋說：「今天，我們像是好朋友見
面，互相不稱姓氏，所以兩邊的姓氏都簡略了」。
大家聽後，都鼓掌回應：「好！好！好！。」

最後，大家總結了幾點共識：
1. 肯定兩岸商務仲裁的重要性。
2. 今後將透過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加強雙方有關仲
裁條款和資料的交換。
3. 探討及研究在第三地區，建立能被雙方司法機構認

研討會由我主持， 過程氣氛非常融洽愉快。彼此很

同的仲裁機構或組織。

客氣而溫馨地以「台灣來的朋友」、「北京來的朋友」互
稱。尤其大陸貫用的「尊敬的……」，更使人感到親切及

二、兩岸商標專利暨法律研討會

被尊重。
「海峽兩岸商務仲裁研討
▲出席海峽兩岸商務仲裁研討會之兩岸仲裁機構代表，前排左起：商務仲裁協會理事長黃綿綿、筆
者、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席劉紹山，後排左起：柳谷書委員、高惠民秘書長、黃有淦委員、
劉承雄代表、王志興副秘書長。

會」的舉行，台灣與香港兩地媒
體，皆以頭條新聞大事報導。台
灣法律界及商標專利業界，掀起
一股「打鐵趁熱」的迴響。一致
希望儘早與大陸方面建立合作，
辦理相關問題。
1988年10月28日，「海峽
兩岸商標專利暨商務法律研討
會」，由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主
辦，在香港麗晶酒店舉行。
大陸方面，由於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會與「中國國際經貿
仲裁委員會」，是所謂「兩塊招
牌，一套班子」的關係，同時也
受理商標專利事務，所以由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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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組織代表團出席。當時，因該會賈石會長過世，由副

經因為裁決大陸某國營企業，敗訴於一家外資公司而被罵

會長王守茂、劉紹山、以及外經貿部﹝商務部前身﹞主管

「賣國賊」。所以，在大陸仲裁或司法審判商務糾紛，仲

台灣事務的安民先生率團出席。

裁員或法官的精神壓力都很大。要說絕對公正，他不敢保

台灣方面，有「商標專利資訊協會」理事長武永貴、
「律師公會法令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戴森雄等組代表團
出席。

證。因此，我意識到，為求兩岸經貿合法權益的維護，兩
岸協調會的組織，是一個好的選擇。
協調會籌組過程中， 雙方代表兩次在深圳會商。我

兩岸出席代表，經過一番深入討論，決議聯合仲裁協

發現，「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是大陸方面最具代表

會共同在香港成立一個協調機構，或者各自在香港成立一

性，也是最高層次的官員。而台灣方面的組織，則顯得較

個協調機構，辦理相關協調事宜。

為鬆散。

最後，兩岸各自選出協調機構的籌組委員，擇期進行
協商組織工作。同時，委請香港台灣貿易協進會居間負責

二、製造十億私生子的笑話

統籌事項，我擔任召集人。
當時，台灣沒有主管「大陸事務」的政府機構，僅行

陸．籌組兩岸協調會
綜合「商務仲裁研討會」與「商標專利暨商務法律研
討會」所取得的成果，雙方都持肯定積極推動的共識。

政院設有大陸工作會報。召集人是行政院施啟揚副院長，
但實際執行相關事務的執行祕書，是行政院研考會馬英九
主任。因此，我請時任立法院財經委員會召集人張平沼先
生，安排一起去拜訪馬英九先生。馬主任知道我們的來意
後，表示贊同。他說：「因為我們不承認大陸政府的公文

一、仲裁官被罵「賣國賊」的壓力

書，包括出生證明、結婚證書等，所以製造了世界上十億
多私生子的笑話。」經過一陣笑聲後，他接著說：「現

大陸經貿仲裁委員會某高層官員，私下告訴我：他曾

在，是時候由民間在第三地、間接地組織兩岸中介團體，
為政府做一些事情，是可行的。」

▼筆者拜訪馬英九先生合影。

有了馬英九先生的這一番話，我順利地邀請了張平沼
先生主導協調會的組織工作。因為他又是台灣商業會的理
事長，台灣商業會的成員們，涵蓋了整個台灣各個行業的
商會。

三、組織架構
1989年底，我邀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新任會長鄭鴻
業先生及張平沼先生在香港會商，達成較積極具體的共
識，決定由他倆各自負責兩岸協調會的組織。
我根據雙方的基本意見，擬定了兩岸協調會的組織章
程，以及「合作協議書」的草案。經過多次協商，原定於
當年8月在香港簽訂，但因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暫
予擱置。

38

華商世界∣2017∣第三十五期

7月中，我應邀赴北京拜會中共統戰部部長，兼任國
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丁關根先生。我們交換了一些意
見之後，他對「兩岸協調會」的正式成立，表示樂見早日
成功。
兩岸各自在香港註冊的「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代
表大陸）、「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代表台灣），終
於在12月17日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簽訂了兩會合作協議
書。

四、大陸中央高度重視協調會成立
1990年4月，我陪同張平沼會長、尹衍樑副會長、陳
哲芳顧問等商務協調會主要負責人，赴北京訪問。先後獲
得江澤民總書記及李鵬總理的會見，同時也接受了國賓級

▲筆者拜會大陸領導人——李鵬總理（左）。

的各種高規格接待。
同年7月，兩岸協調會共同在北京舉辦了盛大的兩岸

▼首屆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及經貿協調會聯席會議上致開幕詞。

經貿洽談會。台灣出席的工商界人士六百多人，大陸出席
的約一千人。江澤民總書記與李鵬總理，與兩岸出席人
士，在人民大會堂拍攝了歷史性的大合照，並在人民大會
堂舉辦慶祝晚宴。
晚宴時，兩岸協調會雙方會長鄭鴻業先生及張平沼先
生，當眾致送他們聯名的「感謝狀」給我。這時，我的階
段性任務，可算畫下了可向歷史交代的句號。

五、民間轉向官方的交流機制
台灣由民間成功建立的兩岸交流機制，引起官方的關

大陸方面，則於當年12月26日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

注。李登輝總統於1990年10月7日，宣布成立國家統一委

會」（海協會），作為海基會的對口單位，展開兩岸事務

員會，第二年1月28日將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改制成為

性的談判。 華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隨後，參照「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的組織模式，由
官方授權組織的「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於1990
年11月21日舉行第一次董監事會，辜振甫擔任首任會長，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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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雲

變遷中的
全球品牌價值霸主
全球價值品牌霸主地位隨時代趨勢之變遷而更迭。12年前，大眾耳熟能詳的十大價值品牌，如
諾基亞、可口可樂、萬寶路等，再經過12年後的今年，竟有高達七成都被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篡
位。中國人所謂一輪12年的風水變遷，真的是風水輪流轉。

WPP

與市調公司Kantar Millward Brown共同

中，價值增長最快的品牌，達41％正成長，達1,393億美

發佈《2017 BrandZ全球百大最具價值品

元。 科技類品牌掌握了前5名地位，零售品牌卻是增值最

牌》（BrandZ Top 100 Most Valuable Global Brands 2017）報

快的類別，較去年同期增長14％，但亞馬遜和阿里巴巴等

告，Amazon等零售品牌增值最快。且即使一年來歷經動

電商品牌，也同樣為科技類的成長帶來貢獻。

盪，前100名品牌仍共增值8％，12年排行榜歷史以來共增
值152％。

2005年，傳統產業掛帥

5大科技品牌：谷歌、蘋果、微軟、亞馬遜和臉書，

此份名單，若與2005年市調機構Interbrand列出的品牌

佔據了排行榜頂峰；而其實「亞馬遜」被歸類在零售類品

價值排行榜相比，可以發現當年全球前十大價值品牌以傳

牌。前10大最具價值品牌，科技公司佔據焦點。

統產業掛帥，只有3家是科技公司。

前百名品牌價值總額，增長了8％，達到3.64兆美元，

然而，到了2017年，當年前10強品牌卻已有7家被刷

品牌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品牌從去年6個增加到9個，主

下排名，包括了奇異公司、諾基亞、迪士尼、英特爾、可

力品牌側重於消費品行業的創新和技術。而今年前10名品

口可樂、萬寶路、豐田汽車等。

牌總價值（1.42萬億美元），幾乎與2006年前百名總價值
（1.44萬億美元）旗鼓相當。亞馬遜則是為今年前100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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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位居當年品牌價值「全球一哥」的可口可樂，
排名更被逐出百名以外。

2017年，科技產業稱霸

布局AI 是共通點

2017年的全球前10大價值品牌已轉由科技公司擔綱，
前5名依序為谷歌、蘋果、微軟、亞馬遜、臉書，由於這5

綜觀2017年全球前10大的價值品牌的科技廠商，還有
一個明顯的共通點值得注意，那就是人工智慧（AI）。

大品牌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挾帶著強勢且龐大的資源向

Google旗下的人工智慧圍棋程式AlphaGo今年才打敗

競爭對手襲來，外媒甚至給了他們一個聳動的名號—「恐

了全球圍棋棋王柯潔；蘋果、微軟、亞馬遜積極發展自家

怖五人組」（The Fearsome Five）。

的AI語音助理；臉書以及前十名中唯一的中國品牌騰訊也

BrandZ 榜單在2006年首次發布，迄今已連續發布12

各自擁有自已的AI實驗室，並透過積極發展聊天機器人，

年。報告共調研了全球超過 300萬名消費者，利用從彭博

來拉近與用戶之間的距離。IBM更早在10年前就開始佈局

社和 Kantar Worldpanel 獲取的數據評估每家公司的財務和

人工智慧，旗下的超級電腦「華生」（Watson）更結合醫

商業表現。品牌價值（Brand Value）的計算標準，除了各

療，憑藉著大數據驚人的歸納能力，在癌症與糖尿病上的

公司市值（Market Value）外，還納入了該企業形象以及吸

診斷甚至比醫生還要準確。

引消費者購買產品的能力。若細看這些品牌價值在這12年
間的變化，則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細節。

新上榜品牌，全都與科技相關
百大價值品牌中的科技公司總體價值佔整體逾五成，
10年前這項佔比只有三分之一。而今年首次打入百大價值

谷歌、蘋果 富可敵國
谷歌、蘋果兩家企業的品牌價值合併起來幾乎逼近瑞
典的經濟規模，是名符其實的「富可敵國」。

品牌的企業共有7家，全都與科技相關，包括跨足電視與
電信的Xﬁnity、影音服務YouTube與Netﬂix、軟銀旗下電信

另外，2017年前十大品牌價值規模，相較於12年前
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以2005年第一名的可口可樂品牌價

商Sprint、即時通訊軟體Snapchat、雲端管理公司Salesforce
以及惠普子公司HPE。

值為674億美元，今年冠軍Google品牌價值則高達2,456

在這些新進入榜者中，品牌價值最高的就屬Xfinity

億美元。而2005年至今仍能存留在前十名的3個品牌—微

（418億美元，排名第23）。Xﬁnity是美國傳統有線電視龍

軟、IBM、麥當勞，經過12年的洗禮，不僅沒有遭淘汰，

頭Comcast旗下子公司，提供的服務囊括電視、網路、市

而是變得更龐大：微軟品牌價值成長了140％，IBM成長

話通訊等。

91％，而麥當勞最驚人，品牌價值成長幅度高達275.6％。

近年OTT串流影音強勢崛起，全世界各地出現一股退
租有線電視的「剪線」（cord-cutting）風潮，面對這股新
崛起的勢力，被視為傳統產業的Comcast推出Xfinity機上

全球10大價值品牌
2005
品牌價值

2017

名次

品牌

1

可口可樂

673.94

GOOGLE

2455.81

2

微軟

599.41

APPLE

2346.71

3

IBM

533.76

微軟✽

1432.22

4

奇異公司

469.96

亞馬遜

1392.86

5

英特爾

355.88

a臉書

1298.00

6

諾基亞

264.52

AT&T

1151.12

更強的廣告；老牌電腦製造商惠普在2015年將公司分拆為

7

迪士尼

264.41

VISA

1109.99

8

麥當勞

260.14

騰訊

1082.92

二，一是銷售電腦與印表機的HP Inc（HPI），另一則是專

9

豐田汽車

248.37

IBM✽

1020.88

注於雲端儲存的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HPE）， HPE

10

萬寶路

211.89

麥當勞✽

977.23

也在今年首次打進百大價值品牌，估值140.1億美元，排名

✽僅三家蟬聯名單當中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 WPP與Kantar Millward Brown

品牌

品牌價值

盒，同時改變思維擁抱競爭者，與串流影視龍頭Netflix強
強聯手，讓用戶可以同時享受有線電視與串流影音的內
容，大幅降低了旗下有線電視用戶的退租率。
YouTube今年也首度進榜。YouTube近年積極拓展原
創影音內容，並調整廣告播放模式，發展長度短但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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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美樂就率先推出首個可以即時追蹤披薩訂單的App，大幅提升與客
戶的互動性。

▲位居當年品牌價值「全球一哥」的可口可樂，在這幾年中排名已被逐
出百名以外。

搶先與智慧手錶商Pebble合作。今年達美樂更要嘗試外賣
機器人，顛覆外界的披薩體驗。

傳產擁抱新科技，逆轉勝

從這些品牌的故事可以看到，只要願意大膽創新，拋

在百大價值品牌中，有不少傳統產業透過積極擁抱新

開舊思維，就能在瞬息萬變的年代中打開新局與活路。

科技來「逆轉勝」。例如品牌價值漲幅最大的愛迪達（漲
幅58％）就引進矽谷新創公司Carbon的3D列印技術來製
鞋，預計今年該鞋種可望售出5,000雙，未來隨著生產時間
縮短，2018年銷量有望擴大至10萬雙。

美國品牌占據榜單最主要席位
從地區看，美國以54個品牌占據榜單主要席位，品
牌價值約占總榜的71％；中國品牌總體價值同比增長

老牌披薩品牌達美樂（Domino's）也是大膽玩科技的

11％（不包括國有企業）；其他地區品牌總價值同比下

先驅。2008年，多數披薩店還在接收電話訂單時，達美樂

滑1％。亞洲地區上榜品牌前十強依次為：騰訊、阿里巴

就率先推出首個可以即時追蹤披薩訂單的App，大幅提升

巴、中國移動、中國工商銀行、豐田、三星、百度、華

與客戶的互動性。往後的幾年，達美樂也總能在第一時間

為、NTT電信、中國建設銀行。10大品牌中，中國占據 7

抓住最新的科技潮流，例如在2012年無人機剛流行時就嘗

席，分別來自技術、零售、銀行。日本占據 2席來自電信

試以無人機送餐、2014年時也搭上穿戴裝置興起的浪頭，

和汽車，韓國占據 1席來自技術領域。 華

2017全球10大價值品牌
Category

Brand Value
2017 $ Million

Brand Value
2016 $ Million

Brand Value ％ Change
2017 vs. 2016

1

Tencent

科技

108.292

84.945

27％

2

Alibaba

零售

59.127

49.298

20％

3

China Mobile

電信供應商

56.535

55.923

1％

4

ICBC

銀行

31.570

33.637

-6％

5

Toyota

汽車

28.660

29.501

-3％

6

Samsung

科技

24.007

19.490

23％

7

Baldu

科技

23.559

29.030

-19％

8

Huawei

科技

20.388

18.652

9％

9

NTT

電信供應商

20.197

19.552

3％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銀行

18.770

19.617

-4％

10

資料來源：WPP與Kantar Millward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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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鮮食品市場
的版圖競爭
在全球實體零售業遭遇電商衝擊而低潮的當下，全球電商巨頭亞馬遜卻逆勢而行，以137億美
元，購併美國Whole Foods Market，此項併購案為亞馬遜有史以來最大的併購行動。亞馬遜打造
「一站式購物」模式初具端倪。
球電商巨頭亞馬遜（Amazon）以137億美元併購美

全

鮮食品，並且計畫透過結合實體店面方式擴展本身生鮮商

國有機生鮮超市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

品銷售服務，讓Amazon Fresh能藉由實體店面服務向更多

是亞馬遜歷來最大手筆收購案，顯示執行長貝佐斯（Jeff

人提供服務。

Bezos）極度想撼動生鮮食品這塊電商界尚未能掌控的最

另外，Whole Foods既有的實體店面網路，也將幫助

後領域。預期將以此結合既有網路及快遞服務建構線上、

亞馬遜實現他們對未來實體店面購物的描繪樣貌。亞馬遜

線下銷售整合模式，藉此擴展更龐大的生鮮銷售市場發展

在西雅圖與其他大城市已經開設實體書店，也有開車取貨

機會，至於Whole Foods也能透過亞馬遜線上購物、物流等

的實體雜貨店，更有即將要開張的無結帳員超市Amazon

資源推動業務成長，對雙方而言均有利處。

Go。

實現消費者「一站式購物」，一直是亞馬遜執行長貝

全食超市的定價策略，其實與亞馬遜「便宜就是王

佐斯的夢想。而生鮮食品則是電商界未曾攻占的最後領

道」的精神相背離，其高貴的價格，更贏得全食就是「花

域，此次出手收購全食超市，可以視為是亞馬遜規劃「一

光全薪」的暱稱。但增賣更多高檔食品品項，有助吸引更

站式購物」宏大目標舉足輕重的一步。

多富裕的消費者前往Amazon Fresh，而消費人數增加又能
讓亞馬遜販售更多生鮮品，提高吸引力。

美國食品市場每年規模高達7,950億美元

摩根士丹利估計，若不計算汽車等類別，購買生鮮食

亞馬遜多年來嘗試涉足每年規模達7,950億美元的美國

品占了30％的美國個人支出總額，但在所有日用雜貨網購

食品市場，十年前就在西雅圖推出生鮮配送服務Amazon

行為中，生鮮品網購僅占幾個百分點。亞馬遜最愛進軍大

Fresh，並拓展到其他城市，也不斷嘗試實體生鮮與便利商

型市場，因為能顛覆傳統並創新，而生鮮領域確實是合適

店各種概念。今年又新開兩個生鮮產品取貨站，消費者在

之選。

線上訂購後可直接前往取貨。

美國生鮮雜貨超市市占

然而亞馬遜生鮮配送服務這十年來表現平平。一些網
購評價抱怨說，Amazon Fresh販賣的品項數量遠不如一般

沃爾瑪

超市，還時常缺貨。分析師指出，貝佐斯藉由收購在全

Kroger

美擁有400家店面並銷售總值160億美元高檔食品的全食超

Albertson’s

市，可達獲得解決上述問題的工具，即「以量取勝」。

Ahold Delhaize

知名有機超市Whole Foods目前在美國境內共有超過
460家實體商店，同時在加拿大、英國地區也設置分店。
光是在去年累積總銷售金額便高達160億美元，顯然亞馬
遜以137億美元將其收購也是看見越來越多人重視有機生

Publix超級市場

單位：％

Whole Foods
Target
０
註：數據為2016年資料

４

８

12

16

20

24

28

資料來源：Euromonitor、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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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鮮食品進貨與保存的棘手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具

另外，具有凌駕Instacart的優勢。志在生鮮食品配送

足規模與物流技術的亞馬遜，真正做到讓消費者足不出戶

業的公司當然不只亞馬遜一家，許多新創公司也與傳統實

就可以買到一切，藉此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購入口端，實現

體超市合作推出類似服務，例如Instacart、Fresh Direct、

網購帝國巨無霸的夢想貌似已經不遠了。

Peapod等。特別是Instacart，通常被視為亞馬遜生鮮事
業Amazon Fresh最強的競爭對手，其成功的主因就是與

亞馬遜併購Whole Foods 是天作之合

Whole Foods締結策略聯盟。買下Whole Foods可能有助於

亞馬遜近來進軍生鮮食品零售領域的動作頻頻，包括

把Instacart邊緣化，或是協助亞馬遜收購Instacart（若後者

去年12月就發表免用現金付款的實體便利商店「Amazon

願意的話），這將進一步鞏固亞馬遜在生鮮食品配送市場

Go」，初期只對內部員工試營運。亞馬遜也已宣布在西雅

的地位。

圖啟用兩家生鮮食品取貨站。專家分析，從多方面來看，
亞馬遜併購Whole Foods可說是絕配。
亞馬遜與Whole Foods都瞄準類似的客層。Whole Foods
以銷售高價有機食品著稱，迎合較富裕的顧客，而且門市

最後，攜手Whole Foods也可帶來可預期的合併綜效。
亞馬遜將能運用強大的配銷網絡以及購買力，協助Whole
Foods壓低進貨價，排除阻撓該公司返回獲利成長的一大
路障。

通常都開在全美各地高級地段。以商品價格競爭力著稱的

總之，亞馬遜經營生鮮食品實體店志在必得，買下全

亞馬遜，雖然對所有顧客敞開線上商店大門，但旗下人氣

國性連鎖店Whole Foods，將協助亞馬遜加快出貨速度，並

甚旺、入會費每年99美元的Prime會員服務，則瞄準高所

取得一個實體零售平台，以利於實驗各種創新的服務。

得消費者。
此外，Whole Foods門市據點多半都位於亞馬遜顧客居

收購案牽動各家生鮮商品快遞新創公司的未來

住地附近。因此，亞馬遜買下Whole Foods，便可吸引這些

亞馬遜收購Whole Foods也造成不少以生鮮商品快遞

顧客前往實體店面，有助於補強亞馬遜生鮮食品運送模式

提供服務的新創公司受到影響，如Shipt、Blue Apron、

之不足，並以更多的方式觸及顧客。

Sunbasket等。

▼亞馬遜經營生鮮食品實體店志在必得，買下全國性連鎖店Whole Foods，將協助亞馬遜加快出貨速度，並取得一個實體零售平台，以利於實驗各種創
新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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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受較大影響的是創立於2012年的Instacart。它是線
上生鮮購物的先驅，也是Amazon Fresh的直接競爭者，但
是，新加入亞馬遜的Whole Foods卻是Instacart的合作夥伴
與投資者。亞馬遜可能有兩個做法，一是買下Instacart消
滅競爭對手，二是把Instamart的股份當作投資，但把Whole
Foods的運送服務全部轉換到自己的Prime服務，兩者服務
同時為亞馬遜獲利。
此外，Google Shopping的生鮮雜貨運送也與Whole
Foods有合作關係，亞馬遜怎麼處理Whole Foods與其競爭
對手的合作關係，將大大影響這些服務的未來市佔率。

亞馬遜、沃爾瑪．線上線下互搶地盤
不讓亞馬遜收購Whole Foods專美於前，對手沃爾瑪
（Walmart）也投資3.1億美元買下線上服飾商店Bonobos，

▲美國超市生鮮市場規模8,000億美元，過去由沃爾瑪主導，但亞馬遜自
2007年推出Amazon Fresh生鮮送貨服務後開始入侵沃爾瑪市場。

使雙方市場更加重疊，也突顯零售業開始採取線上及實體
通路混和策略來擴大版圖。

下也持續擴充線上商店陣容。去年沃爾瑪投資33億美元

Whole Foods是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上任以來最大規模

收購電子商務平台Jet.com後，找來亞馬遜前主管羅爾

收購案，讓亞馬遜一舉在美國接收超過400家Whole Foods

（Marc Lore）領導全球電子商務部門，且近日開始和優步

實體店鋪。沃爾瑪收購的Bonobos雖然規模較小，卻是過

（Uber）及Lyft合作送貨服務。

去1年內沃爾瑪收購的第5家線上零售業者。
儘管亞馬遜一直以電子商務平台自居，但加拿大皇家

美國企業憂心亞馬遜帶來的競爭

銀行認為跨足實體超市對亞馬遜來說是合理的下一步。美

亞馬遜正不斷擴張，從網上零售商巨頭演變為一個

國超市生鮮市場規模8,000億美元，過去由沃爾瑪主導，但

涉及範圍更加廣泛的企業，包括收購全食超市（Whole

亞馬遜自2007年推出Amazon Fresh生鮮送貨服務後開始入

Foods），以及擴張雲端業務，正顛覆各個行業，美國大

侵沃爾瑪市場。

企業已憂心地注意到亞馬遜帶來的競爭。企業主管對亞馬

研究機構Kantar分析師麥克維特（Fraser McKevitt）表
示，亞馬遜收購Whole Foods透露一項事實，那就是對電子
商務起家的亞馬遜而言，進軍美國食品零售市場不如想像
容易。

遜的擔心不無道理，今年下半年，零售商可能成為破產的
重災區。
今年上半年，零售業的破產數量上升110％，評級機
構惠譽預計，若以此趨勢持續，Claire's、Sears Holdin和

信評機構穆迪分析師歐席（Charlie O'Shea）指出，

Nine West將在年底前陷入違約，屆時，零售商的違約率將

「實體據點在食品零售業的重要性勝過其他產業」，因為

升至9％。今年上半年，Gymboree、Payless、Rue 21和The

生鮮蔬果必須能夠盡快配送才能保持鮮度，而乳製品更需

Limited均申請破產，而亞馬遜或多或少的導致這些公司的

要全程冷藏配送，但要建立密集的冷藏配送中心與送貨團

失敗。

隊並不容易，因此亞馬遜決定直接砸錢收購Whole Foods既
有資源。
沃爾瑪在執行長麥可米隆（Doug McMillon）帶領

許多零售商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亦即網購的興起、
實體店蕭條、快時尚崛起、租金過高以及消費者口味變化
等等。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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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成為
各國電商新戰場
人口快速成長、民眾消費能力漸強的東南亞市場，已成各國電商企業積極開發的新戰場。在中
國電商龍頭阿里巴巴透過收購搶攻當地市場之際，美國電商巨人亞馬遜也憑藉送貨速度，在新加坡
大打閃電戰。同時，中國另一大電商京東同樣加強布局東南亞，讓當地的電商大戰更引人矚目。
南亞六個主要市場包括新加坡、印尼、泰國、越

東

佔比不到5％，根據2016年Google及新加坡主權基金淡

南、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這些地方經濟成長和中

馬錫（TEMASEK）聯合發佈的報告《e-conomy SEA，

產階級消費者崛起趨勢明顯。

Unlocking the $200 billion digital opportunity in Southeast

東南亞擁有6億消費者，人口持續成長，人數最多的

Asia》，東南亞的網路經濟將在2025年成長至$2000億美

印尼等國正處於青壯年占多數的年齡結構，當地民眾的

元，主要來自網購、線上旅遊市場，其中人口數最多的印

「月光族」特性，凸顯旺盛的消費力。譬如，智慧型手機

尼將成長最快，挾帶龐大人口基數、起步的基礎建設，將

銷量在當地正快速增長，電商市場同樣可望在刺激下進一

主導半數電商交易，成為東南亞電商的明日之星。

步擴大。由於東南亞地區尚未出現壟斷性的電商企業，使
各國大電商紛紛揮軍，爭奪市場。

報告中也指出，印尼網購市場會在2025年達到$460億
美金，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市場也都將超過
$50億美金。雖然人口、市場新加坡都沒有上榜，不過外

東南亞網路經濟在2025年成長至$2000億美元
據統計目前東南亞的線上交易在所有商業貿易中

媒分析Amazon選擇新加坡作為進入東南亞的入口，主要
是著眼西化消費及地理上的樞紐地位。

東南亞成為全球網路市場成長最快速的地區（至2020年將達到4.8億使用者）
印尼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國家
82
59

泰國
~9% CAGR
(2015-20)

印尼
~19 CAGR
(2015-20)

新加坡
~3% CAGR
(2015-20)

38

44

越南
~13% CAGR
(2015-20)

東南亞

93
92

5

55

6

Assumes internet penetration will reach~ 92% in SG，85% in VN, and 78% i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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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者成長 ( CAGR%，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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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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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世界∣2017∣第三十五期

22

印度

中國

菲律賓
~11% CAGR
(2015-20)

28

馬來西亞
~5% CAGR
(2015-20)

1

1

美國

歐盟

東南亞網路經濟預期將於2025年達到2000億美元
(未來10年將達6.5倍成長)
2025年電子商務以及線上旅遊將佔全部線上零售之九成以上
市場規模（10億美元） 10年CAGR%

▲

6.5x

197
20

３ 線上媒體：廣告、遊戲
90

2

旅遊：飯店、機票及相關活動

1

電子商務：服飾、電子產品、
家電產品、食物及雜貨

31
4

88

18
15

32

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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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已在東南亞電商市場布局多時

2025
印尼有近2.6億人口，阿里巴巴入股Tokopedia之舉意味

在中國市場競爭加劇之際，阿里巴巴已將全球化作為

阿里巴巴在東南亞的戰略布局已經從點至面全線展開。透

該公司擴張計劃的一個發展重點。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

過對Lazada和Tokopedia的投資，阿里巴巴在東南亞的布局

（Taobao）和天貓（Tmall）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兩個電商

正在加速推進。

平台。
阿里巴巴已在東南亞電商市場布局多時，去年4月對

印度也成為阿里巴巴南向目標

已在東南亞六國都有服務的電商Lazada投資10億美元。這

印度百貨電商Bigbasket也成為阿里巴巴的南向目標

筆交易是中國公司在東南亞地區的首筆重大投資。今年6

之一。阿里巴巴和旗下Paytm正在洽談Bigbasket的20％股

月阿里巴巴再投資10億美元將持股比例提升至83％，加大

權收購案，計畫向其投資2億美元。據媒體報導，阿里

開拓東南亞業務。據悉，阿里巴巴計畫在東南亞6個國家

巴巴、Paytm、Bigbasket之間已經簽訂為期60日的排他協

開設網站，銷售從淘寶上嚴格篩選的商品。

議。阿里巴巴和Paytm可能合夥投資，也可能分開投資，

去年11月繼續收購新加坡線上雜貨零售商Redmart，
Lazada還推出了一個跟Prime很像的服務叫「LiveUp」，除
了強調快速送貨，還跟Netﬂix、Uber合作。

而Bigbasket在投資後估值可望達9億美元。
Paytm是印度的電商公司，並有著「印度支付寶」的
稱呼。前年阿里巴巴向其投資5億美元資金，且經過今年

今年8月，印尼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Tokopedia宣布，

初再次投資後，目前阿里巴巴和關聯企業螞蟻金服擁有其

由中國電子商務巨擘阿里巴巴領頭的11億美元新一輪融

62％的股權，該企業將可望成為阿里巴巴擴張印度市場的

資，阿里巴巴將購入Tokopedia股權。Tokopedia是印尼最大

先鋒。

的電商平台，也是造訪量最大的印尼網站。Tokopedia成立

阿里巴巴的常用策略是透過當地企業合作發展業務。

於2009年，核心願景是讓數以百萬計的小企業和印尼當地

電商之外，其關聯企業螞蟻金服也在東南亞和多國支付企

品牌利用網路來創辦和發展業務。Tokopedia的商業模式類

業合作，孕育當地電子支付發展。目前已經與泰國支付公

似於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商城，將顧客與商家相匹配，而

司Ascend Money、菲律賓支付公司Mynt、印尼傳媒集團

不是從自己的貨架上銷售產品。

Emtek以及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M-Daq達成投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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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在印尼擴大了物流設施網

美國電商亞馬遜先於新加坡試水溫

中國第二大電商企業京東集團也瞄準了東南亞市場，

美國電商亞馬遜也不願缺席。亞馬遜已率先進入交通

尤其對印尼市場懷有濃厚興趣。京東在印尼擴大了物流設

及通訊基礎設施較完善的新加坡試水溫，在當地設置東南

施網，7月宣布與日本快遞企業雅瑪多控股（HD）進行合

亞配送中心，主打2小時、甚至1小時送達為賣點的「Prime

作。京東目前在印尼有四個倉庫，計劃 2017 年年底再建

Now」業務吸引用戶，創下了超出預期的訂單數。亞馬遜

三個倉庫。在過去一年，京東在當地的員工增長了三倍至

的戰略是透過利用在已開發國家提供當天送達服務積累

400人。未來五年，京東計劃使用冷凍卡車來向消費者運

的IT（資訊技術）經驗，儘快向消費者提供立即需要的商

送新鮮食物以及冷凍食物。目前，京東網絡零售店的配送

品，從而彰顯與其他企業的不同。

業務已經覆蓋整個爪哇島。到 2017年年底，配送業務還將

亞馬遜選擇新加坡作為進軍東南亞的跳板，主要是這

覆蓋蘇門答臘島。在未來一年，京東還將在印尼的一些大

個地區有超過6億人口，區內不少國家的中產階級持續擴

城市建立倉庫。

張，被視為下一個電商主戰場。分析師也指出，亞馬遜選

京東還考慮在泰國等地強化電商業務。京東正在與泰

中新加坡作為前進東南亞市場的第一站，主要原因是星國

國的Central Group洽談成立合資電商公司，京東打算投入5

消費者西化程度深且較富裕，很多人會在海外購物消費。

億美元。這筆投資對京東特別有戰略意義，不僅幫助公司

此外，亞馬遜揮軍東南亞，也是準備與搶先在東南亞網購

擴展印尼之外的海外業務，而且也協助公司在東南亞市場

市場卡位的阿里巴巴正面對決。

卡位，因為競爭對手阿里巴巴和亞馬遜也在積極佈局此地
市場。

據美國調查公司FactSet推算，亞馬遜的網路零售業務
銷售額中，北美市場約占60％，其次是在德國和日本等已

根據Google和淡馬錫發布的報告數據顯示，泰國電商

開發國家。接下來如何開發新興市場，成為該企業的重要

市場去年的規模為9億美元，預計未來十年將增長29％。

任務，而尚未出現壟斷型電商的東南亞正是其重要目標之

泰國市場目前主要的電商有阿里巴巴投資的Lazada、泰國

一。而在繼新加坡之後，亞馬遜也有意探索、進入其餘東

CP Group旗下的Ascend和韓國的11 Street。這份報告還預

南亞國家。

測，到2025年東南亞電商市場的規模將由去年的6億美元
增長16倍至880億美元。

亞馬遜積極進行全球擴張，在今年三月收購中東電
商Souq.com搶進中東地區，八月宣布在澳洲墨爾本近郊設

▼中國第二大電商企業京東集團東目前在印尼有四個倉庫，計劃 2017 年年底再建三個倉庫。在過去一年，京東在當地的員工增長了三倍至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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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
在印尼等地擴
大物流網。

Lazada：
總部在新加
坡，於東南
亞6國展開業
務。

阿里巴巴：
收購Lazada，
與Tokopedia洽
談投資案。

亞馬遜：
憑藉當日送貨服
務，進軍新加坡
市場。

Tokopedia：
印尼企業，獲
得軟銀、紅衫
資本支持
貝佐斯正投資
50億美元擴張
亞馬遜印度業
務。

印度本土電商Flipkart獲得
孫正義旗下的企業集團注資
約25億美元。且Flipkart 今
年4月份也獲得來自騰訊、
eBay Inc.和微軟的資金。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

立澳洲第一座物流倉庫加上先前以137億美元收購Whole
Food，都可以看出亞馬遜的野心。

領域及潛力市場。
孫正義在宣布該交易的一份聲明中稱，希望支持印度
的創新公司，由於採用新技術的能力最強，這些公司在當

亞馬遜與軟銀角逐印度電子商務市場

地市場的優勢也非常明顯。他表示，從地理區域看，如今

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佐斯（Jeff Bezos）將在印

印度有著最好的機會。他強調印度人口規模龐大，且許多

度與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掌門人、億萬富翁孫正義

人會說英語。軟銀在印度的投資在10年內將會超過100億

（Masayoshi Son） 展開角力，他們爭奪著印度電商市場的

美元。

優勢主導地位。印度是最後一批尚未開發的大型互聯網經
濟體一。
貝佐斯正投資50億美元擴張亞馬遜印度業務。自2013
年進入印度市場後，亞馬遜就利用其技術專長以及廣告營

印度市場成為焦點凸顯出當前全球互聯網巨頭對印度
互聯網用戶的爭奪。包括亞馬遜、臉書和優步在內的美國
科技巨頭正在這個市場與軟銀、阿里巴巴和騰訊等日本和
中國企業展開競爭。

銷方面的經驗，與印度本土電商領頭羊Flipkart Group並駕
齊驅。在印度，許多消費者才剛剛開始通過廉價智能手機
進行在線購物。

2021年印度電商市場規模將達到635億美元
據研究公司Forrester分析員Satish Meena估計，到2021

與此同時，孫正義旗下的企業集團將向Flipkart注資

年印度電商市場規模將達到635億美元，較今年增加三分

約25億美元。Flipkart表示，將這筆投資與4月份籌得的14

之一。與之相比，去年中國電商銷售額6,810億美元，幾乎

億美元加在一起，該公司手頭現金規模將超過40億美元。

是美國市場的兩倍，為全球最大電商市場。

Flipkart 4月份所籌資金來自騰訊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當然電商企業還必須應對近來印度在線購物市場增速

Holdings Ltd.）、eBay Inc.和微軟（Microsoft Corp.）。這

看來放緩的局面。Forrester的數據顯示，在2014、2015年

筆投資將來自軟銀規模接近1,000億美元的投資基金Vision

實現超過100％的年增長率後，去年印度在線購物市場僅

Fund，該基金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資基金，旨在投資新興

增長34％，且預計未來幾年將保持類似的增速。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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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發展與
維護當地生活環境的兩難
冰島近年受到全球觀光客歡迎，今年冰島外國遊客數量預估將創下歷史新高，來到230萬人次，
但也產生許多意外與困擾；義大利威尼斯市則忙著持續打壓觀光業，唯恐觀光發展驅使居民變成脫
韁野馬，導致居民出走。
島近年受到全球觀光客歡迎，冬天賞極光，夏季體

冰

冰島的經濟收入向來仰賴漁業及重工業，觀光旅遊業

驗永晝，還有藍湖和間歇泉等特殊景觀，每年觀光

的崛起，撐起了當地的經濟，近兩年更成了這個島國最迅

客人數比冰島本國人33萬人口還多數倍，旅遊觀光興起，

速發展的產業。冰島失業率在面臨2008年的金融危機時，

改變經濟樣貌，也改變了冰島。2006年，冰島一年還只有

曾攀升至9.3％ ; 然而，近兩年冰島旅遊業的興盛，讓國家

40萬名觀光客，去年則來了170萬人，今年2017年，冰島

失業率在2016年一度急降至1.9％，旅遊及相關產業所創造

外國遊客數量預估將創下歷史新高，來到230萬人次。

的就業機會，確實功不可沒。

根據2016年的統計，來訪冰島的遊客，依國家分類，
前五名分別為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及加拿大。中國則

10％冰島勞動力人口投入旅遊相關產業

是位居第六名。但根據UNLOCK ICELAND的觀察，2017

根據2016年的數據顯示，全國已有22,000人投入旅遊

年來訪冰島的亞洲遊客中，台灣及香港人的比例明顯增加

相關產業，相當於佔了10％的冰島勞動力人口，這是一個

了許多。

非常驚人的數字。冰島旅遊業透過產業與產業間環環相扣

冰島9年前經濟曾陷入嚴重危機，2008年國家三大銀

的緊密關係，不僅為冰島人民提供了許多就業選擇，也帶

行宣告破產後，冰島克朗大幅貶值、銀行存款流失、人民

動了建築、通信、住宿、娛樂、餐飲等眾多行業的發展。

失業、貸款而來的房車沒了，讓這個天堂般的國家瞬間墜

許多大型企業如今也面臨勞工短缺，需要向其他歐盟國家

入了地獄。但是，旅遊業在此時在危機中拯救了冰島。

的人才招手，才能填補職缺。
依據世界報雜誌（Le Magazine du Monde）報導，冰

▼冰島近年受到全球觀光客歡迎，冬天賞極光，夏季體驗永晝，還有藍
湖和間歇泉等特殊景觀，旅遊觀光興起，也改變了冰島。

島小鎮維克（Vik）人口只有572人，但因附近沙灘和冰山
風景優美，單單這個小鎮，今年迎接觀光客數量就可能達
120萬人。維克小鎮為了應付人潮，逐漸增開民宿、擴大
馬廄規模，還有新餐廳、新的冰川健行行程，也因此必須
製作新導覽地圖，已經擴建過一次的商店還要再度擴建，
也有新的旅館進駐。小鎮為了接待觀光客而努力，但到了
夏天，方圓50公里內還是一房難求。不只維克，整個冰島
都有類似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居民因售地給旅館而賺了錢，
還有很多農人把舊屋改建成民宿，年輕人則去當導遊
或推出各種休閒活動。當地居民歐拉芙斯多蒂（Halla
Olafsdottir）還是小學教師，現在經營一間餐廳；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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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是想提供洗手間給觀光客，漸漸變成更大的規模。
她表示，人潮增加的同時，意外也變多，例如去年有中國
觀光客被浪捲走，今年也有一名德國人在附近海灘罹難，
她的兒子還曾為了救人，跳入攝氏3度的冰冷海水中；另
外，自駕遊的外國人道路意外大幅增加，也有在健行途中
因跌落或失溫而喪生的遊客。
觀光興起或許從經濟危機中挽救了冰島，但來來去去
的陌生人讓部分地區從夜不閉戶變成要鎖上門，還得在需
要保護的苔原旁立起禁止踩踏或野營的警示牌，以及制止
遊客隨地便溺。

遊客比居民多，威尼斯人快煩死了
在全世界絞盡腦汁想提振觀光時，義大利水都威尼斯
市則忙著持續打壓觀光業，唯恐觀光發展變成脫韁野馬，
最近，當局還打算對在歷史悠久的市中心禁建新飯店。研

▲威尼斯不是第一個有此禁令的城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也祭出類似措
施，防止該市變成「迪士尼樂園」，西班牙的巴塞隆納也是。

擬中的禁令，僅是保護這個地標城市一連串措施的最新一

斯人並不反對遊客光臨，觀光客有到此一遊的權利。但本

招。威尼斯僅剩不多的當地居民，覺得日益遭到邊緣化。

地居民也有能夠生活下去的權利。要調和這兩個完全不同

禁令提案是由威尼斯都市計畫議員德馬丁提出，並已送交

的世界，是一項挑戰 。」當地居民被迫出走的原因包括：

市長辦公室，他形容這項措施在保護威尼斯上必不可少。

房租太貴、住房短缺以及大量公寓因為租給觀光客導致房

德馬丁解釋，在威尼斯，飯店建築日益取代居住建

價飆漲。

築，導致居民出走，威尼斯社會結構貧窮化的風險升高。

威尼斯人自覺受威脅，導致他們與觀光客產生對立，

2016年，威尼斯人口銳減至僅剩5萬5000人，若持續人口

一再以行動對觀光人潮表達不滿，一些怒不可當的居民，

減少，2030年，威尼斯將沒有半個真正的居民。威尼斯每

甚至動用貢多拉（鳳尾船），阻擋郵輪去路。一些業者刪

年約湧進2200萬觀光客，換句話說，1天逾6萬人，比當地

減前往威尼斯的郵輪，但這引起威尼斯港務局局長穆索里

人口還多。

尼的憂慮。他說：「威尼斯正在流失乘客和船隻。它不僅

數百名威尼斯市民也嘗試發動示威活動，讓外界注意
到他們擔憂的人口外流問題，正在破壞這個充滿寓言故

對威尼斯，也對其他亞得里亞海港口造成問題，因為郵輪
只有在前往威尼斯途中，才會到這些港口停留。」

事城市的生活。不分年齡的威尼斯人參與了這場名為「從
威尼斯出走（Venexodus）」的示威活動，手上拿著「掰

不只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也曾下禁建令

掰，威尼斯（Farewell,Venice.）」以及「我不走，我要留

儘管觀光收入減少隱憂存在，當局看來仍是會義無反

下來抵抗（I will stay and resist.」）的口號標語，有些人則

顧對興建新飯店下達禁令。威尼斯不是第一個有此禁令的

提著行李箱，象徵民眾不斷從當地出走。

城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也祭出類似措施，防止該市變成

組織這次示威活動的威尼斯協會（associationvenessia.

「迪士尼樂園」，西班牙的巴塞隆納也是。

com）負責人塞基（Matteo Secchi）說：「威尼斯每年流

威尼斯減少觀光客效應的其他措施包括水上公車「當

失千名居民。與40年前10萬人口相比，目前只有不到5萬

地人優先使用」，禁設速食餐廳以保存文化魅力，以及禁

5000名居民。這個情況非常危險。」他同時表示，「威尼

止9萬6000噸以上郵輪進城，但這項禁令其後遭撤銷。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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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符號Emoji
已成全球共通語言
Emoji（表情符號）已成為世界共通的語言，即使說著不同國家的語言，但透過表情符號來溝
通，都能了解對方的語氣。甚至在2015年時，「笑哭」這個表情符號還成為牛津辭典當年的年度詞
彙。
家在使用通訊軟體聊天的時候，很喜歡用表情符號

大

臉書用戶平均一天發出6000萬個以上表情符號

來增加趣味，例如笑臉、愛心、讚、ok手勢等。而

臉書（Facebook）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Elliot

7月17日更是「世界表情符號日（World Emoji Day）」。

Zuckerberg）在臉書公布了十個國家的臉書用戶最常用的

訂此日期的由來是，在2002年時，蘋果（APPLE）在

表情符號和全世界臉書用戶所用次數最多的十個表情符

MacWorld大會上發布日曆產品的日子，剛好就是7月

號。

17日，因此在2014年7月17日這天定為「世界表情符號
日」。

圖表顯示，英國人最喜歡用的表情符號是「笑到流
淚」，美國、印尼的用戶最常用的是「笑著打滾」。這兩

所以當你在鍵盤上打出「日曆」兩個字時，自動會出

個表情看起來有點像，但前者常常因為下垂的眉毛而被用

現「 」這個符號。這不僅是紀念日曆的Emoji標識，同時

來表達「難過到哭」、「邊哭邊笑」等各種情緒。相比其

也代表著屬於Emoji的專屬節日。

他的情緒鮮明的表情符號，適合「笑到流淚」的場合要更
廣泛，也因此它成為臉書上所用次數最多的表情符號。

創作靈感來自東京奧運指示圖
其實表情符號的起源是來自於當時任職於NTT的栗田
崇。他表示，當初創作靈感來源包括1964年東京奧運的
統一指示圖和漫畫。而Emoji這個詞等於表情符號，源自
於日語中的 （e = 圖片）文（mo = 寫）字（ji= 字符），
栗田 崇設計出這些符號，相較於看不出情緒的純文字，
更加生動，也比較不會讓彼此的意思被曲解。
Emoji原本只在日本流行，後來蘋果在iOS 5的輸入法
中加入了Emoji表情，從這之後，Emoji儼然成為世界共通
的語言，即使說著不同國家的語言，但透過表情符號來溝
通，都能了解對方的語
氣。甚至在2015年時，
「笑哭」這個表情符號還
成為牛津辭典當年的年度
詞彙。
▼

「笑哭」這個表情符號，成為

2015年牛津辭典的年度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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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法國人最常用「微笑眨眼」，同在南歐的

英國文化評論家Jonathan Jones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發

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則是熱情的「飛吻」用的最多，墨西

明象形文的埃及人只會畫符，遠不如寫出《伊利亞德》

哥、巴西最愛「心心眼」，而德國、泰國的用戶分別最常

等千古史詩的希臘人。他發表評論表示，表情文字的流行

用「咧嘴笑」、「瞇眼笑」。這七個表情符號都位列全世

顯示「人類已經退化到埃及時代了，再來就會回到石器時

界Facebook用戶最愛用的前十名。據統計，全球的臉書用

代，還像那些黃色符號一樣傻笑。」這大概是文字愛好者

戶平均一天就會發出6000萬個以上表情符號。

的感傷，因為Jonathan說，「圖片能說的事太少了，文字
才能承載更多意義。」

紐約藝術館收藏emoji原始數位檔，表情符號變
藝品

對此，作家Simon Parkin指出，表情符號的變化性實為
文化改革的優勢。他認為，在種族、性別議題方面的語言

2016年十月，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宣布他

革命必須歷時長久，如「女演員」、「男護士」等隱含性

們取得新的收藏品，是來自於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

別歧視的職稱，需要很多功夫才能變成中性詞彙。但表情

在1999年設計的一批表情符號（emoji）的原始數位檔，可

符號卻能迅速改變，並透過社群媒體快速流通。 華

見各界對emoji的重視。
NTT在1999年設計了一批176個表情符號，包括笑
臉、心形、破碎的心、貓咪等，當時風行日本。那時尚未
有智慧型手機，人們無法透過電話傳送表情符號及貼圖。
到了2010年，控制表情符號標準的非營利組織「統一碼聯
盟」（Unicode Consortium），才將這套表情符號轉換成標
準系統，讓不同國家的人可彼此傳送及接收相同符號，無
論使用什麼品牌的手機或哪種作業系統。
NTT將這批符號的數位檔送給MoMA，這批檔案很
小，每個設計僅12x12畫素。MoMA建築及設計部門資深
策展人寶拉．安多妮利表示，MoMA從1929年創立以來，
使命之一就是收藏及展示當代藝術及設計，而如今我們同
時活在「數位及實體空間中」，因此該館收藏NTT這套表
情符號的原始數位檔。
MoMA六年前將@列為收藏，當時曾引起注意。控制
表情符號標準的非營利組織「統一碼聯盟」目前認可的表
情符號已增加到1800個左右，未來也會持續更新。

表情符號大論戰，變傻還是革命？
表情文字弱化識讀能力？如果有人這麼想，可就漠視
了這些符號背後的商機和社會心理學。
2015年，英國威爾斯班戈大學語言學教授Vyv Evans
研究指出，同樣是視覺語言，表情文字的發展速度和使用
率，卻大幅超過演化千年的埃及象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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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步入
永不退休時代
日本化妝品店、乳製品店，有越來越多地雇傭高齡員工來服務年長客戶，勞動力老齡化時代已
正式來臨。但英國大學畢業生離鄉工作意願低落，造成英國勞工流動率顯著下降。
本 65歲以上人口佔比超過1/4。出於對贍養老齡人

日

方式銷售飲料。留住年長銷售員更加容易，因為他們是收

口所需成本的擔憂，日本政府鼓勵企業延長年長員

入以提成為主的合同工，而非正式員工。也就是說，如果

工的工作年限，並為雇傭65歲以上員工的企業提供補貼。

一位年長的銷售員請假，公司並不會因此面臨風險。

許多大型日本企業仍然要求員工嚴格執行「兩步走」的退
休路線：他們必須在60歲時從高薪職位上退下來，然後以

英國大畢生也喜歡「離家近」

合同工的身份在薪酬較低的崗位上繼續工作5年或10年。

日本勞動力老齡化時代已正式來臨。但英國大學畢業

此後徹底退休。企業通常認為這是為了清理已經過了黃金

生離鄉工作意願低落，造成英國勞工流動率顯著下降。

時期的高價員工。但是現在部分公司意識到這種做法可能

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研究指出，2016年準備到外地工

過於短視，尤其是在銷售服務行業，到達退休年齡的員工

作的人口比例從0.8％降至0.6％，儘管同時間出現的其他

往往擁有數十年來苦心經營的客戶群體。要吸引年長顧

現象可促進國家人口流動，包括租金上漲、畢業生人數上

客，有誰比他們的同齡人更適合？

升和移民人口增加。證據顯示人口流動率下滑的主因是許
多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畢業生不願離家而放棄高薪工作機

日本23％的65歲以上老人持續工作，G7中最高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數據，2016年日本約
23％的65歲以上老人還在繼續工作，比例為G7成員國中最

會。畢業生傾向在家鄉工作，與從事非大學文憑工作的人
口比例增加不謀而合，這是過去10年英國低薪和低生產力
的可能原因。

高，超過了美國的19％。但很多年長員工的崗位薪資接近

2001年有31％的英國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大材小用，

最低工資水平，例如擔任便利店店員。擁有特殊技能的老

1.8％的大學畢業生到外地工作。到了2016年，只有1％的

人很難繼續擔任原來的工作。日本人壽保險公司（Nippon

大學畢業生在異鄉工作，35.6％的人從事不需大學文憑的

Life Insurance Co.）旗下一家研究機構的分析師前田信

工作。「決議基金會」表示，過去20年，國際移民在英國

（Nobuhiro Maeda）說，許多企業妄下結論，認為年長員

因工作在各區移動的比例從8％增加到24％，該基金會也

工更容易犯錯，能力不及年輕員工。

警告，英國政府需注意到英國脫歐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部分日本企業已經表明了對提高退休年齡的保守立

決議基金會政策分析師克拉克表示，僅有10％的失業人士

場，理由是把年長員工留在高級職位上會增加公司的成

願意跨區工作，眼前重點應是為什麼到他區工作的上班族

本。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

比例下降。克拉克說，工作流動不僅有助個人薪資調升，

稱，對於努力爭取晉升的年輕員工而言，延長年長員工的

也有助英國整體經濟。從基本面來看，可避免勞動力短

工作年限也可能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缺，而且在失業率近乎零的經濟體中，確保不浪費有才華

發酵乳飲料製造商養樂多（Yakult Honsha）沒有為銷

潛力的人才和企業是促進生產力的關鍵。政府鼓勵更容易

售人員的退休年齡設限，該公司約5,000名年齡在60歲以上

遷居他處的青年流動時，除考量國家進步和就業外，也得

的銷售人員（以女性為主）通過家庭和辦公室上門推銷的

顧慮居住和交通條件。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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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全球
走路最勤快的地區
香港人每天平均走6880步，是全球最勤快的地區，印尼人每天只走3513步，在研究的46國中墊
底。對行人友善的城市，步行方便性高，居民較常走路。
國史丹福大學的科學家從智慧型手機收集人們每天

的平均走路步數差不多，但美國活動力不均較嚴重，肥胖

走幾步的資訊，分析70多萬手機用戶在6800萬個日

率也較高。

美

子裡的每一分鐘資料，得知人們每天平均走4961步。

此外，研究也發現，活動力不均大部分是由男女活動

香港人每天平均走6880步，是全球最勤快的地區，印

力的差距造成的。例如日本的肥胖率低，活動力差距也

尼人每天只走3513步，在研究的46國中墊底。中國人每天

小，男人和女人運動量差不多。台灣也是活動力差距小的

平均走6189步，勤快程度僅次於香港。台灣人每天走5000

地區，因此肥胖率也低，僅略微高於日本。但活動力差距

步，排名26，不但大幅落後香港和大陸，比起其他亞洲鄰

大的國家，像是美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女性活動的時間

國日本（6010步）、南韓（5755步）和新加坡（5674步）

較少。

也是懶人一族。
在其他統計範圍內的國家中，西班牙人平均每天走

對行人友善的城市步行方便性高，居民較常走路

5936步，英國5444步，美國4774步，巴西4289步。美國和

研究結果也有助於解釋全球肥胖模式，並提出對抗肥

巴西兩國數值均低於世界平均水準。

胖的新想法。例如，這項研究比較美國69個城市的步行方

大 部 分 智 慧 型 手 機 有 內 建 的 加 速 度 計

便性，發現紐約和舊金山等對行人友善的城市步行方便性

（accelerometer），可以記錄使用者的步伐，研究人員利

高；出門多半需要開車的城市，像是休士頓和曼菲斯的步

用70多萬使用Argus活動追蹤app的手機用戶資料進行分

行方便性低。毫無疑問，在方便走路的城市，人們較常走

析，得到的結果也發現一些有趣的細節，有助於對抗肥胖

路。研究人員指出，這項研究結果有助於設計出能促進居

問題。參與研究的生物工程教授戴爾普（Scott Delp）說：

民更大活動量的城鎮。 華

「這項人類移動的研究規模是之前研究的1000倍。」

活動力不均國家，肥胖率最高
研究報告指出，研究結果對改善健康提供了重要的觀

一國人民的活動力不均
與肥胖率有關
肥胖率

美國

0.25

察。例如，一個國家的人民每天平均走幾步路，與這個
國家的肥胖程度沒那麼相關，最不想走路的印尼人，胖

沙烏地阿拉伯

南非
加拿大
英國

0.20

墨西哥

子並沒有最多。與肥胖最相關的因素是「活動力不均」
（activity inequality），類似貧富不均。活動力不均指的是

0.15

菲律賓

西班牙

羅馬尼亞

0.10

俄國

一國人民最勤快和最懶的活動力差距，活動力不均最嚴重
的國家，肥胖率最高。
例如，瑞典是活動力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也是肥胖
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美國（4774步）和墨西哥（4692步）

印度

德國

法國
日本

0.05

台灣
中國大陸

0.22

0.24

資料來源：自然週刊

0.26

0.28

0.30

0.32

0.34

製表：陳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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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世界萬象

世界24座最美大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網站評選世界上24座最美大橋（24 of the world's most amazing bridges），
從羅馬帝國的橋梁古蹟，到新加坡新穎的「DNA橋」（雙螺旋橋），遍布全球，年代縱貫千年。
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奪得最

美

上海盧浦大橋——用鋼量最多

美大橋之名號。金門大橋在1937年開通，至今仍是

上海盧浦大橋在設計上融入了斜拉橋、拱橋和懸索橋

最為大眾認知的一座大橋。此外中國則以擁有青馬大橋、

三種不同類型橋梁設計工藝，是目前世界上單座橋梁建

杭州灣大橋、南浦大橋、盧浦大橋和三江風雨橋等5座大

造中施工工藝最複雜、用鋼量最多的大橋。盧浦大橋位於

橋，在名單上獨占鰲頭。5座橋梁中，2座位在上海，與倫

上海世博會會址的中軸線上，是鳥瞰世博會址的最佳觀景

敦同為榜單中有2座橋梁入列的城市。

點，觀光平台在巨弓般的拱肋頂端，遊客可以沿著斜坡走
上300多級台階步行觀光，增加了趣味性。 華

香港青馬大橋——20世紀十大建築成就獎
CNN評選世界24座最美大橋

排名第六的香港青馬大橋是全球最長的行車鐵路雙用
懸索吊橋，曾於1999年榮獲美國建築界「20世紀10大建築
成就獎」，是香港機場進入市區的必經之地。由於香港經
常遭颱風侵擾，此橋具有極佳的抗風性能。

排名

橋名

1
2
3
4

金門大橋
雪梨海港大橋
老橋Ponte Vecchio
布魯克林大橋
蓋茨黑德千年橋
Gateshead Millennium
Bridge
青馬大橋
Akashi-Kaikyo or Pearl
Bridge
杭州灣大橋
南浦大橋
塔橋Tower Bridge
加爾橋
Pont du Gard Aqueduct
皇家峽谷大橋
Royal Gorge Bridge
Seri Wawasan Bridge
盧浦大橋
米洛高架橋
Millau Viaduct
Vasco da Gama Bridge

美國舊金山
澳洲雪梨
義大利佛羅倫斯
美國紐約市

郝居大橋 Khaju Bridge
三江風雨橋
桑尼伯格橋
Sunniberg Bridge
莫斯塔爾古橋 Stari Most
Szechenyi Chain Bridge
New Brunswick Hartland
Bridge
聯邦大橋
The Confederation Bridge
雙螺旋橋 The Helix Bridge

伊朗伊斯法罕（Isfahan）
中國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

5

杭州灣大橋——採用了西湖蘇堤的形態
杭州灣大橋在橋型上，設計者採用了西湖蘇堤的形
態，集交通、觀光於一體。長度等於21座武漢長江大橋，
建成時登上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的寶座。為兼顧杭州灣水文
環境特點，大橋平面勾勒成S形曲線，大橋的護欄還分為
彩虹七色，每種顏色覆蓋五公里。

上海南浦大橋——宛如昂首巨龍橫臥在黃浦江上
於1991年通車的南浦大橋是浦東開發的標誌之一，南
浦大橋宛如一條昂首盤旋的巨龍橫臥在黃浦江上，它使
上海人圓了「一橋飛架黃浦江」的夢想。大橋造型剛勁挺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拔、簡潔輕盈，景色壯麗。入夜大橋採用中桿照明，主橋

19

用泛光照明，在鋼索的根部有投光燈，將光射到橋塔上，

20
21

光彩奪目。外媒對南浦大橋的螺旋引橋尤其欣賞，其實最

22

初是為了減少占地面積而想出的獨特設計，CNN評價表

23

示，「如果不能在地上鋪開建造，那就往高處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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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英國蓋茨黑德（Gateshead）
中國香港
日本Kobe-Naruto
中國杭州
中國上海
英國倫敦
法國Gard
美國科羅拉多州卡農城
（Canon City）
馬來西亞布城（Putrajaya）
中國上海
法國Tran Valley
葡萄牙里斯本

瑞士克洛斯特斯（Klosters）
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维納
匈牙利布達佩斯
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
（New Brunswick）
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
新加坡濱海灣（Marina Bay）

豆奶非奶
歐盟最高法院如是說
絕大多數人並不會對「豆奶」與「牛奶」的理解產生偏差而混淆。但歐洲法院卻在一個判決中
宣稱：「豆奶非奶！」，強調源自植物的「奶製品」原則上不能再使用包含「奶」的名稱。
盟最高法院裁決，為了避免消費者混淆，所有以植

歐

環保、健康飲食衝擊乳製品業者銷售

物性來源為基底製成的食品，不得使用乳製品的

長年以來動物奶與植物奶之間，持續互相爭奪市場。

名稱，例如像是豆奶（soya milk）的來源不是真正的動物

植物奶製品及素食近年來在歐洲的銷售量大增，已經對

奶，就不得再使用「milk」名稱，否則將無法在歐盟市場

傳統的動物乳製品業形成很大壓力。根據歐睿諮詢公司

中合法販售。這起裁決的背後，其實是德國消費者保護組

（Eeuromonitor）的統計資料，非動物性來源的乳製替代

織與素食業者之間的爭議。德國消費者保護組織VSW認

品在全球消費市場成長驚人，2009年至2015年間達210億

為，素食有機食品公司「豆腐鎮」（TofuTown）的產品如

美元，追求環保、健康飲食的消費者帶動了近年的相關食

豆腐奶油（tofu butter）、素食起司（veggie cheese）等名

品成長，也就衝擊了原本的乳製品業者銷售。

稱不符合現行歐盟法規所限制的，但豆腐鎮否認違法，並
聲明旗下產品都有清楚標示成分、沒有誤導消費者之嫌。

美國FDA與農業部，也上演相同劇碼

雖然豆漿、豆奶英文都叫做soya milk，但是有些豆奶

美國在今年也因為動物奶與植物奶之爭，在國會中辯

當中會摻入使用乳製品，有的則是真正全大豆製成的「植

論相關法案的制定。與歐洲法院面對的爭議相同，許多

物奶」，而歐盟法院所指稱的是以植物性成分為主要基底

美國牛奶業者與國會議員四處遊說，要求植物性製品不

的產品（plant-based），這些產品在法規上並不能算是乳

得使用乳製品的名稱，免得消費者對這些食品營養價值

製品。

的認知混淆。豆漿是用黃豆製成，在美國稱為「豆奶」
（soy milk）或「豆乳」，但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認

歐盟法律表示“milk”一詞僅能使用於動物來源

為，「奶」（milk）是乳牛「分泌的乳汁」，稱呼黃豆飲

但歐盟法院並未接受豆腐鎮的說法，「即使在產品標

品為「奶」，並不適當。美國開始稱呼豆漿為豆「奶」，

示成份來源，也無法排除誤導消費者的可能」，法院表

最早可回溯到1997年。當時有家黃豆食品商向FDA請願，

示，根據歐盟法律，“milk”一詞所指是「由一般正常乳

要求認可「豆乳」（soymilk）一詞。數年後，該廠商指

腺分泌」而來、僅能使用於動物來源的奶類，此用法同

出，FDA自己也使用這個詞。FDA對「奶」這個字的聯邦

樣適用於像是奶油（butter）、優格（yogurt）等乳製品名

定義，是乳牛「分泌的乳汁」，因此認為稱呼黃豆、杏

稱；但依然有少部分例外，如英語中的「cream」不在此

仁和稻米飲品為「奶」並不適當。FDA建議其他機構用

限，以及像是「椰奶」（coconut milk）、杏仁奶（almond

「飲料」或「加強飲料」。儘管有此聯邦規定，但有人

milk）、花生醬（peanut butter）都在允許使用名單之中。

說，叫豆漿「豆奶」也沒什麼不妥，因為「韋式公司」

不只是乳製品，肉品也有同樣問題。歐洲肉品公會聯

（Merriam-Webster）字典的「milk」定義，不限於乳牛。

盟（Clitravi）主席羅伯特（Robert Volut）指出，只有動物

無論是歐盟法院的裁決或美國引起的訴訟，禁止植物

肉類產品才能叫做「培根」、「漢堡」，所以素培根、素

奶產品使用乳製品的名稱，是否真的能夠提升業主的利

漢堡、素肉丸等食品應該改名以免誤導。

益，還無從得知。 華

第三十五期∣2017∣華商世界

57

World Traveler
翻轉歷史與帶頭瓦解蘇聯的國家
寰宇行腳

波蘭的美麗 與 哀愁
要不是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行年會，要不是歐華作協邀請我去演講，
我大概沒有機會到波蘭旅遊。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遊輪公司排有波蘭行程，甚至
路上旅遊，也少有旅行社排入到波蘭旅遊的行程。

吳宗錦｜圖‧文
波蘭之前，我對波蘭的印象是「社會主義」國家，

到

易攻難守，四鄰又都是強國，因此在十八世紀，三度被

經濟發展落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華勒沙領導的

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給瓜分，於1795年亡國。二十世

團結工會，推翻了共產專制政權，成為首批脫離蘇聯控制

紀初，俄羅斯發生十月革命後，波蘭於1918年11月獲得獨

的東歐國家，把波蘭人民共和國改名為「波蘭共和國」，

立，成立了共和國。但是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並選華勒沙為第一位民選總統。我印象中的波蘭就這麼

發前，納粹德國從西部入侵，蘇聯從東部入侵，波蘭再度

多，對波蘭的歷史地理所知甚少，甚至不知道大鋼琴家蕭

被瓜分亡國。 1941年德蘇戰爭，德國控制瞭波蘭全境。第

邦是波蘭人。因此在前往波蘭之前，趕緊查閱與波蘭有關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屢次被戰火波及，首都華沙幾乎

的歷史、地理等資料，才知道波蘭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

百分之九十被被摧毀。波蘭境內幾十萬猶太人情況更慘，

波蘭是歐洲各國中面積不算小的國家，有三十一萬平方公

被納粹德國趕入集中營殘酷殺害。據估計，二戰期間波蘭

里，只比德國和西班牙略小，但其國土大部分是平原，

人至少有六百萬人喪失生命。

▼波蘭首都華沙市中心
的現代化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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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的老城區皇宮廣場，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摧燬殆盡，現在所見都是後來依原樣重建的。右手邊建築就是重建的波蘭王國皇宮。

這次前往波蘭是在七分同情，和三分好奇的情況下

數為天主教徒的波蘭人之驕傲 ，在他擔任過主教的教堂，

前往。波蘭於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2003年6月

都建有紀念他銅像。這些當然是我前往參觀的重點，在華

波蘭舉行全民公決，決定加入歐洲聯盟，並於2004年5月1

沙開了二天會後，大會安排了華沙一日遊，就是去參觀這

日，正式加入歐盟。波蘭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已經把落

些地方。

後拋諸腦後，經濟建設欣欣向榮。抵達華沙蕭邦機場後，

在華沙年會之後，歐華作協安排了一 趟五天四夜的

搭計程車前往市中心開會旅館的路上，已經看到一棟棟新

「波蘭文化之旅」，我們前往波蘭南部和東南部的幾處文

建的大樓聳立而起，與過去老舊的共產時期的單調建築相

化古蹟參觀訪問。第一天，我們前往華沙西南方約三小時

映成趣。計程車司機知道我們是美國來的遊客，還很熱情

車程的小城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前往光明山黑面

地用有限的英文，主動為我們介紹哪裡是新的購物中心，
哪裡是正在新建中的辦公大樓，一副對自己國家蓬勃發展

▼建於十三世紀的奧格羅傑尼克城堡，和來此校外教學的小學生。

很自豪的樣子。
波蘭人對大音樂家蕭邦很引以為傲，在華沙最大的
瓦津基公園入口，建有巨大的蕭邦銅像紀念碑。蕭邦的父
親是法國移民，母親是波蘭人，在華沙近郊出生，其出生
地故居建有佔地龐大的紀念公園。除了有蕭邦博物館和蕭
邦音樂大學之外，首都華沙機場也以蕭邦命名。除了蕭邦
外，《天體運行論》的科學家哥白尼，和獲得諾貝爾物理
獎和化學獎的居禮夫人，都是波蘭人，也是受到波蘭人很
尊敬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故居都改成博物館供人參觀。羅
馬天主教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是首位波蘭裔教宗，他更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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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維斯杜拉河畔山丘上的波蘭王國瓦維爾皇家城堡。

聖母修道院參觀，進入教堂晉見著名的黑面聖母瑪利亞，

的一處山丘上，中古世紀時對保護波蘭王國首都克拉科夫

對百分之九十幾天主教徒的波蘭人而言，這裡是他們的宗

曾經做出貢獻，現在僅做觀光用途，有很多學校安排學生

教聖地。我們到訪的時候，看到很多波蘭人都把小女生打

來此郊遊和校外教學。下午我們前往十六世紀波蘭王國首

扮得像小天使一樣，來此禮拜黑面聖母。這個小城的最高

都克拉科夫（Krakow）古城區，在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廳品

點就是修道院的天主教堂，正對著往山丘下延伸的城市中

嘗波蘭菜後，到維斯杜拉河畔的瓦維爾皇家城堡（Wawel

軸線，就是人行步道大街，晚上有各種商攤展覽，是當地

Royal Castle）參觀，傍晚就在克拉科夫古城區廣場逛其中

居民晚上休閒逛街約會的好去處。

央市場，並在廣場旁的百年老餐廳吃著名的豬腳飯。

第二天，我們一早前往建於十三世紀的奧格羅傑尼克

第三天一大早，我們安排一早八點要進入曾經是世

城堡（Ogrodzieniec Castle），這個城堡建於克拉科夫近郊

界最大鹽礦的維利奇卡鹽礦坑（Wieliczska Salt Mines）參
觀，這個鹽礦最深處到達地下150公尺，自公元1044年被
發現開採，其岩鹽的販賣所得曾經是波蘭王國的最重要經
濟收入，地下像一座城市一樣，礦坑四通八達，上世紀七
▼

▼維利奇卡鹽礦坑裡的鹽雕和礦坑改建的地下大教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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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小鎮卡奇米日多爾尼廣場和山丘上大教堂。

○年代停止開採，改為鹽礦博物館，其觀光的收入比開採

等。蕭邦於1810年在此出生，當年秋天就隨其父母搬到華

鹽礦的收入還多，這裡的礦工後代，多半成為鹽礦博物館

沙，後來在蕭邦移居法國之前，雖然回來過，但後故居發

的導遊和工作人員。維利奇卡鹽礦坑建有大教堂，展出各

生火災，於十九世紀末被拆掉。到了二十世紀初，為了紀

種鹽雕宗教壁畫，並有地下大禮堂和餐廳，可供舉行各種

念蕭邦，於1931年由蕭邦基金會集資照原樣重建，並收購

大型活動或婚禮之用。維利奇卡鹽礦於1986年成為聯合國

附近土地，建成蕭邦紀念公園。

科教文組織公布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遺產。
傍晚我們趕到波蘭東南部靠近烏克蘭的波蘭猶太人老
城盧布林（Lublin），正巧碰上當地的猶太人在慶祝猶太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此話一點不假。要不是有這
次前往波蘭旅行的機會，我是不可能會深入了解波蘭這個
國家的。 華

節日。這個城市的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大半被納粹德
國軍隊送入集中營，被殘害犧牲了。我們在此城旅館住了
一宿，但一想到當時被迫害的猶太人慘況，一夜都睡不安
穩。
第四天上午，我們趕到波蘭著名的藝術小鎮卡奇米日
多爾尼（Kazimierz Dolny），這裡是波蘭藝術家最喜歡的
地方，鎮上藝廊節次麟比，很有藝術氣氛。鎮上的大教堂
是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在當上教宗以前，曾經在此擔任過本
堂神父。我們在小鎮一家波蘭猶太餐廳用過午餐後，搭車
趕往華沙近郊的熱拉佐瓦沃拉（Zelazowa Wola），趕在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南市出生，高雄市
長大。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1983年
移居美國，擔任《華商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
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
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
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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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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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七點關園之前，入園參觀蕭邦出生地故居和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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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言集
生意，就是活生生的理念與意念。所以絕對不能停

我個人的信仰是，生命在事業之上，心念在能力之

擺，一定要有新東西出來。

上，事業、工作都是你生命的道場。

悅榕集團高級副總裁╱張齊娥

誠品集團創辦人╱吳清友

她及其夫婿何光平一起經營旅遊及飯店產業，以尊

誠品從實體書店起家，走過28個年頭，一步步發展為

重當地人文與自然的共生共存主張，推廣在地文化與風

橫跨講堂、表演廳、電影院、行旅和居所的文創產業，是

貌，讓更多人重視生命意義的追求。她認為，旅遊業最

台灣社會重要的文化地景。他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應

大的挑戰，就是要把旅遊看成一個有絲路、有思想的活

該有他定錨之所在，什麼可為，什麼又不可為。不管是創

動，讓旅遊地方帶給旅客感觸、心意與動力。

業或從事哪一件志業，先釐清自己的起心動念，先認識自
己、認識生命，因為自已永遠是自己最大的支持者。

我希望你們被不公平對待，如此你們才知道公平正義
的重要。我希望你們遭遇背叛，如此才知道忠誠的重
要性。很抱歉要這麼說，但我希望你們有時感到孤
單，這樣才不會把朋友當作理所當然。

百分之九十九的悲劇，是可以事先擋下來的。
國際技能競賽家具、木工雙金牌獎得主╱王嘉納
他協助花蓮玉東國中一群因家境問題而被排擠在教育

美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

門外的學生，利用木工課教導他們找回自信，並獲得華航

他受邀在新夏布罕州卡地根山學校畢業典禮致辭時

空姐的協助，在華山文創展售自製的木工家具，就由賣家

強調，成功屬於不怕失敗、一再嘗試的人。他並未祝福

具的自給自足，協助弟妹，還能幫助花蓮弱勢團體。他認

畢業生一帆風順，反而祝福他們「不幸」、「被不公平

為，讓這些學生有自主能力，展開人生，總比事後造成社

對待」和「背叛」，文句中充滿為人父母的期許與掙

會問題來的好。

扎，觸動人心。

好的運動員會有一些好習慣。今天如果你在球場上可以
做得到，在社會、事業為何做不到?

失敗造就了我。
華裔設計師╱王薇薇（Vera Wang）

好市多（COSTCO）亞太區總裁╱張嗣漢

她表示，當年她爸爸教她當個滑冰選手，但從美國

他帶領好市多登台20多年，全台只有13家店的規模，

奧運隊落選了，也啟發了她的原創力，找到現在的成

卻讓全台1/9的人成為會員，並讓台灣3家店擠進好市多全

就，成為一位幫好萊塢明星設計婚紗的設計師，並擁有

球700多家店的單店獲利前10名之內。他曾是籃球場上的

全方位的時尚品牌王國。她認為，創造力是要跟上時代

明星球員，從球場打到商場，將球場智慧運用到職場與生

的腳步，另一方面也要有勇氣改變現狀，雖然失敗機率

命，鼓勵大家人生如球賽，自己當自己的人生教練。

很大，但也要堅守夢想，別害怕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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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低潮，最重要的是克服心理上的障礙，不要怕累，

時光機是懦夫才會發明的東西。

不要怕苦，咬牙撐過去就是你的。

作家╱九把刀

美國職棒大聯盟波士頓紅襪隊╱林子偉

他以〈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站上人生的巔

被球迷以「林海嘯」稱之的林子偉，不只靠天賦，還

峰，卻因為劈腿而名譽掃地，成了網路霸凌事件的男

靠苦練，耐住高壓帶來的低潮，終於站在大聯盟，接受大

主角。但他強調，人生無法重新來過，所有的發生，都

家的喝采。

是人的一部分，都得帶著走。也因此事件，激起他以
網路霸凌的痛苦為主題，重新以〈報告老師!怪怪怪怪
物！〉一片，一舉奪下亞洲最大奇幻影展、韓國富川國
際奇幻電影節的觀眾票房獎，並吸引〈陰屍路〉團隊洽

做事情的時候，有人罵，是一件好事!
旭榮集團執行董事╱黃冠華

談版權。

他認為，「怕被罵」代表一種祝福，因為這代表有一
個力量凌駕於你，所以我們會謹慎、會敬畏、會謙遜，而
不是太過度的放大自己，目空一切，忘了我是誰。

尊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我不贊成你的看法，但我
尊重你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教授╱洪蘭

如果我可以救人，或讓人得到幸福，世界是否有我，才

她認為民主體制的可貴之處，在於尊重每個人的自
由，只是掌權者的私心，認尊重流於表面功夫，原本立

會有所分別。
丁松筠（Fr. Jerry Martinson, S.J.）

意良好的改革，卻惹出一波波民怨。

原籍美國的丁松筠神父於24歲時派任台灣。曾任光
啟社社長，並以「Uncle Jerry」（傑瑞叔叔）身分主持英
語教學節目。以生命教育的態度投入傳播領域超過四十

只有打開心內的門窗，才會看見門外清明的風光，才

年，堅持透過媒體，傳達正向價值觀，關注弱勢族群。來

能坦然勇敢走出門去，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所在。

台五十年，於2017年5月獲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他熱愛台

台灣著名作家╱林清玄

灣，珍視傳播工作，以愛與關懷，溫暖每一位相遇的人。

生命中或許有千百個鐵窗、十萬個欄柵，有種種的

2017年5月31日，他在奉獻畢生的這片土地上回歸主懷；

試煉和考驗，但只要打開心門的門窗，恆常保持愛、希

他留給這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愛你們！」

望、有情的心，就能追求有品質、有尊嚴的生活。

每一個你討厭的現在，都有一個不夠努力的曾經。
繪本畫家╱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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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錢做事容易累，為理想做事不畏風寒，為興趣做

千里之路，必須從第一步開始；聖人的境域，也是自凡

事永不倦怠。

夫起步。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釋証嚴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這句話，是他給青年新創團隊的加油、打氣。

証嚴法師認為：人生幾十年的成就，都是由每一天的
言行累積而成。所以，要照顧好每一天的言行。

不管什麼學歷，表達力才是你的真實力。

會爭的人，無意中失去了很多朋友；不爭的人，卻常獲
商周學院

得友誼。交一個好朋友，勝過耕一區好田。

商周學院引用美國史丹福研究中心調查發現。一

台灣知名作家╱黃武忠

個人一生所賺的錢，只有12.5％來自知識，其餘高達

他認為：與人爭，常傷和氣；與己爭，可以轉化激發

87.5％來自人際溝通和表達力。

潛能的動力，而成為爭氣的人。

在打造更精良的捕鼠籠之前，得先弄清楚有沒有老

人生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勝

鼠。

利，不是制敵，而是克己。
美國棒球教練╱瑜伽士．貝拉（Yogo Berra）

佛光山創辦人╱星雲法師

這句話，被引用來說明：改革要改應該改的，而不

這是他論及「克己制勝」所說的話，他還說：真正的
富有，是歡喜而不是財富；真正的貧窮，是無知而不是無

是容易改的。

錢。

忙而不亂，累而不疲；忙得快樂，累的歡喜。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
他被認為是四百年來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人之一，他

集財富於一身，受人妒忌；集知識於一身，受人崇敬。

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是：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天下集團╱高希均
他在「閱讀，終身的承諾」文章中，說：讀一流書、
做一流人、建立一流社會。

如果你害怕生活的激流，總想脫離這個激流，表示你執
著於激流。你越是與激流拚博，你遇到的阻力就越大。
凰衛視集團董事主席╱劉長樂
他在與星雲法師的對談中表示：你應該與生活的激流
融為一體，萬事隨緣，這樣反而能度過，獲得更廣闊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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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開放7萬張書畫器物圖片免費下載
▌網站名稱：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網站鏈結：http://theme.npm.edu.tw/opendata/

灣故宮首次開放「高達 7 萬張以上」的書畫器物圖片檔案，提供所有人「不須註冊」、「不用付費」、

台

「不限用途」，皆可免費下載使用這些照片。

公共圖書館將其文物的數位典藏照片開放，成為公領域的公共財，並且允許任何人線上搜尋、瀏覽、下載，
甚至是用在教學、商業、改製等用途。目前已有幾個國際知名開放資料庫案例，如「大英圖書館的大量典藏文
物」、「紐約公共圖書館的 72 萬張數位典藏照片」、「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出版品」。
故宮的文物圖像資料庫時常用在學術研究、教學展示，甚至是製作商業作品時更容易用得上的歷史文化素
材，能夠提供其中大量的資料給任何人下載使用，對大眾來說是更有用的「藝術文物免費資源」。
目前開放授權的資料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低階的「文物圖像」，總數約有 70,000 張以上，大多是書畫與
器物的典藏照片，雖是低階解析度，但使用在教學
用途、網頁展示，或是當作設計內的素材也沒問
題。
另外第二類是中階的「精選圖像」，目前總數
約有 2,163 張，這裡面大多數故宮典藏的最重要歷
史、藝術品照片，解析度比較高，並且數量會持續
增加。
故宮強調，透過圖像授權能讓更多文創廠商以
故宮典藏文物為創意發想泉源，並實際應用於產品
開發，不但能提高商品附加價值，更能加強台灣文
創廠商品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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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尺寸：通高12.1公分，口徑17.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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