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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帶動了整個工業化
的發展，造就了英國的崛起。19世紀，電氣帶動了第

二次工業革命，電話、汽車和飛機的問世，推動了新興工業的
迅速發展，帶動歐洲與美國的起飛。20世紀則是信息時代，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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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機與互聯網帶來的革命，也帶來商業模式的改變，成就了美
國達到巔峰，也造就了中國的復興與壯大。那麼21世紀會是什
麼時代，世界將會有什麼改變，誰將會在這個世紀崛起呢 ？
誰能成功運用技術來改進大數據的演算系統，將成為軟體及服
務業最重要的主戰場，因此誰能夠在大數據的演算勝出，誰就
能夠在21世紀崛起。
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通車，「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繼一帶
一路後，備受關注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計劃，粵港澳大灣區相
較於世界另外三個大灣區—紐約、東京、三藩市，粵港澳大灣
區的土地面積和人口都大於其他灣區，在經濟規模方面，經濟
總量與GDP已達1.4萬億美元，雖然比紐約及東京略少，但相
信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幾年便能相對領先，並成為世界最大經
濟帶。本期以「大數據與灣區經濟」為【封面故事】的主題，
刊出了幾篇相關的報導，包括十月下旬在第十四屆世界華商高
峰會的主題演講的內容。
至於2018年全球經濟展望，高盛集團以「景氣循環末升
段的樂觀氛圍」為主題，提出的七大交易建議。高盛在風險性
資產方面，建議遠離「美國優先」題材，偏愛新興市場；對於
匯市，則看好商品相關貨幣及歐元。本期【全球視野】有專文
報導。
全球估計約有4700萬民眾罹患阿茲海默症，又稱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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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這項疾病的症狀包括記憶喪失、認知功能失調等，而且有
越來越多的病患出現，但是到目前為止，科學界、醫學界仍都
無法為阿茲海默症提供治癒良方。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將以私人經費5,000萬美元，捐給英國腦部疾病醫學研
究機構「失智症研究基金」，並對專門研究阿茲海默症療法的
新創公司投資5,000萬美元，希望全球早日研發出有效療法。
本期【世界萬象】有專文報導，我們期待早日找到治療失智症
的方法。
本期其他精彩內容還很多，包括【世界華商高峰會】報
導、【產業風雲】、【神州大地】和【全球智慧】等，有待讀
者自己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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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2018世界經濟展望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預測，2017年全球經濟將成長
3.6％，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加速至3.7％，可望創下自2010年以來的8年新高。此外，高盛集團看
好2018年全球經濟展望，提出七大主要交易題材，其中新興市場將是主戰場。

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至3.7％

IMF上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OECD預估2017年全球經濟將成長3.6％，2018年全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世界經濟正在經歷

經濟成長將加速至3.7％，而2019年則回落至3.6％。OECD

自2010年從全球經濟衰退暫時反彈以來最廣泛最快速的

表示，全球經濟2018年將會加速成長，但若各國政府未能

增長期。IMF在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推出鼓勵企業投資的新措施，那全球經濟成長將從2019年

Outlook）中罕見表示樂觀，認為2017年世界經濟將增長

開始放緩，全球至今企業投資規模仍未回到金融危機前水

3.6％，2018年有望增長3.7％。

準。

在上調增長預測的同時，IMF預計世界各地的通膨將

OECD看好美國、歐元區的經濟成長力道。在美國方
面，OECD認為特朗普政府推動調降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的

保持在低水平，幫助提振家庭收入、延續寬鬆貨幣政策，
並且結束多數國家的財政緊縮。

計畫，可望帶動美國經濟發展，因此將美國2017/2018兩年

中國經濟在寬鬆信貸和大量公共投資的支撐下表現也

的經濟成長率上修至2.2％與2.5％，2019年經濟成長率則

優於預期。IMF以北京當局將維持財政擴張政策為由，將

預測為2.1％。

中國2017/2018兩年成長預測，分別達6.8％、6.5％。這是

此外，OECD將歐元區2017/2018兩年的經濟成長預

IMF今年4度上調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預期。若依此經濟增

測微幅上修至2.4％與2.1％，而2019年則預估為1.9％。若

速，中國大陸這個亞洲最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到2019

OECD的預測成真，歐元區經濟成長可望連續2年（2016與

年將從2017年的11.9兆美元增長至14.2兆美元，超過歐元

2017年）超越美國。

區19國經濟總量總和。

在日本方面，OECD考量到日本政府恢復預算緊縮計

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2017/2018兩年成長率預估，分別

畫，因此將日本2017年經濟成長預測下修至1.5％，2018年

達到2.2％及2.3％。IMF雖一改7月報告大砍美國經濟預測

為1.2％，2019年則降至1.0％。中國大陸2017年經濟成長

的做法微幅上修，仍對川普政府遲遲未落實稅改及其他刺

預估將是6.8％，而2018年為6.6％，2019年則為6.4％。

激政策持保留態度。
歐元區的預測獲得最顯著的上調。隨著信心改善，信

OECD最新經濟成長預測
歐元區

德國

中國

2017 2.4(+0.3)

2017 2.5(+0.3)

2017 6.8(0.0)

2018 2.1(+0.2)

2018 2.3(+0.2)

2018 6.6(0.0)

貸供應恢復正常，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正在強勁加速。但
英國經濟被描述為2017年全球經濟前景好轉的一個「例
外」，在全球十大經濟體中，英國是唯一一個被IMF預計
2017年和2018年均面臨緩慢增長的國家，原因在於脫歐帶

美國

印度

2017 2.2(-0.1)

2017 6.7(0.0)

2018 2.5(+0.1)

2018 7.0(-0.2)

日本
2017 1.5(-0.1)
2018 1.2(0.0)

來的不確定性導致英鎊貶值，壓低經濟增長預期。
IMF敦促各國推行必要改革，逐漸改善公共財政狀
況，在美國等一些地方還應該將貨幣政策正常化。IMF告

單位:％
註: ( )內為OECD 2017年9月預測值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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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當今的美好時期依賴於幾個假設，包括地緣政治緊張

和保護主義勢力抬頭不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圍繞英

升段的樂觀氛圍」為主題，提出的七大交易建議。高盛在

國退歐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的破壞現有

風險性資產方面，建議遠離「美國優先」題材，偏愛新興

貿易紐帶和供應鏈的談判也不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市場；對於匯市，則看好商品相關貨幣及歐元。

IMF提醒，可能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因素包括：「難

1.聯準會（Fed）升息不利美債：預期2018年Fed將升

以預測的」美國經濟政策、英國脫歐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

息四碼，建議放空2018年十年期美債；但如殖利率跌破百

以及各大央行加息過快的可能性。

分之二，便停損出場。通膨動向不確定，加上Fed縮減資
產負債表，都將使美國舉債成本上升，尤其是下半年。
2.歐元看升：預期資金將繼續流向歐元資產，建議做

全球復甦尚未完成
IMF認為，全球經濟復甦尚未完成，首先是發達經濟

多歐元/日圓匯率，上看140，比目前高逾5％，並以130為

體內部名義和實際工資增長依然緩慢；其次新興市場和低

停損。不過高盛之前曾看好2017年美元走勢，結果並不太

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國（特別是能源出口國）以及政治動盪

準。

中的國家繼續面臨挑戰，2016年約四分之一國家出現人均

3.看好美國以外資產：預料全球經濟同步成長對新興

收入負增長；第三雖然經濟正經歷周期性回升，但長期趨

經濟體有利，建議做多MSCI新興股市指數，主因新興市

勢相當疲弱，43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今後5年的人

場企業獲利展望亮麗，且股價比美股便宜；但如果下跌

均產出增長速度甚至會慢於發達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

8％則停損出場。高盛指出，「我們預料2018年新興股市

差距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

表現將比已開發股市高出3％」。

IMF報告建議各國政策制定者「三管齊下」，以推動

4.歐洲通膨回升：預測歐元區未來五年通膨率遠期交

經濟復甦及完善金融改革，包括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提高經

換合約將上升到2％，是2014年油價崩跌以來的高點；如

濟韌性和潛在產出，如投資年輕人的教育培訓等；第二是

跌破1.5％就停損出場。

財政整頓，以縮減公共債務，並積累緩衝以應對下一次衰

5.看好新興市場美元債，看壞美國垃圾債。全球信用

退；此外貨幣政策方面，央行應明確溝通信息，並平穩推

周期背離，美國信用周期已近尾聲，新興市場「年輕且友

進貨幣政策正常化，這將有助於防範市場動盪和金融條件

善」。建議的投資組合是做多新興債市並做空美國垃圾

的突然收緊。

債，做多部位比做空部位高出50％；投資組合的起點設定
為100，獲利目標是投資組合價值達到106；但如跌破96，
則停損出場。

高盛2018年七大交易思路：新興市場是主戰場
高盛集團看好2018年全球經濟展望，以「景氣循環末

6.亞幣多空：建議做多印度盧比、印尼盾、韓元，放
空星幣及日圓；預料進行此種「匯率

IMF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利率雙套交易（carry）」的獲利空間

7
單位：％

有4％。

6
5

2016年

2017年

7.看好金屬相關貨幣：國際貿易成

2018年

3.6 3.7

長及全球經濟活動增強，使工業用金

4
3

屬持續看漲，此一趨勢並可延伸到外

2

匯市場。建議的「貨幣籃」是做多巴

1

西里爾、智利披索及秘魯索爾對美元

0

全球
美國
歐元區
資料來源：IMF 繪圖：陳忠民

日本

英國

新興市場

中國

匯率。預料此一貨幣籃可對美元升值
8％；但如貶值4％，應停損出場。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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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減碳效果尚未彰顯
近200個國家於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已於2016年11月正式生效，目標讓全球升溫「遠
低於」攝氏2度的水平，並且「致力追求」不超過1.5度。但根據科學家之研究顯示，地球表面目前
已升溫約攝氏一度。
繞地球運行的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環

儲有的冰量僅次南北極，為恆河、印度河與布拉馬普特拉

衛星數據指出，全球碳排放急遽上升，尤其是在

河等許多世界大河提供水源，有數億人仰賴這些水源維

冬季。NASA在2014年發射名為「軌道碳觀測衛星2號」

生。

（Orbiting Carbon Observatory-2）的衛星，其任務是監測
二氧化碳因燃燒化石燃料而產生的主要溫室氣體，在地球

全球減碳評比：減碳資優生從缺 台與美、俄並

系統中如何移動，以及二氧化碳長期變化情形。

列後段班本報
在德國波昂舉行的第23屆氣候變遷會議（COP 23）

NASA衛星偵測發現，全球碳排放急遽上升

中，國際非營利組織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發

數據顯示，在北半球隨著季節改變，碳循環出現驚人

表最新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的變化。在春天，植物會大量吸收二氧化碳；但到冬季，

Index，CCPI 2018）。此項減碳評比顯示，在評比的60個

植物吸收的二氧化碳量降到最低，且植物分解或腐化也產

國家中，前三名跟往年一樣從缺，顯示各國的努力都還不

生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碳循環伴隨著中國、歐洲和美

夠。其次是瑞典、立陶宛和摩洛哥得分最高，而韓國、伊

國東南部燃燒化石燃料的持續碳排放，使北半球碳排放量

朗和沙烏地阿拉伯表現最差。歐盟排名第21。德國和去年

在4月達到高峰。

一樣排名第22，低於歐盟整體表現，主要原因是大量使用

科學家警告，預計在21世紀末，氣候變遷將造成南美
洲降雨較少及非洲氣溫上升，導致傳統上由於吸收大量碳
排放，被當做使用化石燃料緩衝的熱帶區域，二氧化碳排
放情形愈加惡化。

世紀末亞洲冰河將流失1/3 ，恐影響數億人

煤炭。
CCPI 2018主要國家氣候變遷
績效指標排名
很好

好

此外，一些科學家研究發現，到本世紀末，亞洲山區
冰河將因全球暖化流失至少1/3質量，將對仰賴冰河取得

中等

乾淨用水的數億人帶來嚴重後果。研究人員表示，要達到

差

攝氏1.5度的目標，是項難度空前的任務，就算能達成目
標」，2100年之前「亞洲高山地區的冰料將流失36％（誤
差範圍為正負7個百分點）。根據團隊的模型研究，若全
球升溫達攝氏3.5度、4度與6度，亞洲冰河在本世紀末可
能分別流失49％、51％與65％。
亞洲高山（HMA）由西藏高原周圍地理區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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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糟

1、2、3
4
5
6
8
14
17
21
22
41
50
53
54
56
58
60

從缺
瑞典
立陶宛
摩洛哥
英國
印度
丹麥
歐盟
德國
中國
日本
俄羅斯
台灣
美國
南韓
沙烏地阿拉伯

註：第1名到第3名從缺，沒有任何
一國夠努力避免危險的氣候變
遷。
資料來源：Germanwatch

德國看守協會在
過去13年間持續發
表氣候變遷績效指
標，以顯示各國對
抗氣候變遷的行動
與政策，評比主要
依據溫室氣體排放
（40％）、再生能源
發展（20％）、能源
使用（20％）和氣候
政策（20％）四大指
標。
儘管瑞典因排放
量下降和能源結構中

再生能源比例高而居榜首，報告作者認為瑞典企圖心仍不

減碳努力，因為世界邁向再生能源經濟，正迅速促使風力

足。斯堪地那維亞國家2030年的再生能源目標不足以使全

與太陽能成為全球最便宜的發電新來源。

球暖化保持在2°C以下。另一方面，摩洛哥的表現越來越

台灣除了2009年排名曾經達32名外，歷年表現都偏

好。這個非洲國家正大力推動再生能源轉型，預計未來幾

低，2015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環保署曾期

年排名將會上升。

望排名提升。近年新政府推動能源轉型，提出2025年電力
配比要達燃氣50％、再生能源20％、燃煤30％的目標，但

一日無煤‧英國的成功故事

今年排名仍在後段。

英國在CCPI排名第八。2008年，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

韓國排名倒數第三，則是因為其再生能源供應水準

將減碳立法的國家。自1990年以來，英國的碳排放量已經

仍極低。南韓非營利性環境組織「氣候變遷中心」（The

減少40％，而經濟增長了近70％。碳價和數項相關法規一

Climate Change Center）負責人、前環境部長柳永淑表示，

直是英國減排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五年前英國的發電量

「我們必須增加再生能源，但要採用明智的作法。」她擔

中有40％來自煤炭，目前已可減少至近乎零。2017年4月

心太快拋棄核電會增加化石燃料的排放量。再生能源在韓

英國首度在工作日達成連續24小時零燃煤供電目標。這是

國仍只是未來式。

英國自工業革命採用燃煤發電以來，第一個完整的「無煤
日」。
此外，海上風電（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風電生產

俄羅斯則因為該國排放量高、再生能源利用率低，排
名落入後段班。俄國天然氣儲量世界最大，煤炭和石油儲
量也是全球數一數二。

國）和轉型循環經濟也有所貢獻。然而CCPI報告認為，英
國2030年的排放和再生能源目標仍不夠積極，不足以達成
暖化遠低於2°C的目標。

減少碳排放量 中國2016年目標超額完成
自美國宣布將退出巴黎協定後，中國儼然成為全球應
對氣候變遷合作的引領者。在中共十九大上，中共總書記

後段班國家持續努力中

習近平再次強調中國將落實減碳承諾，積極參與全球環境

台灣排名54，倒數第七，屬於非常差（very low）的

治理，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建立美麗的中國。

後段班，高於美國、澳洲、南韓，低於中國、日本、俄羅

根據中國國家發改委十月底發布的「中國應氣候變化

斯。

的政策與行動2017年報告」，2016年中國大陸「全國單位

德國積極倡導國際氣候談判，因此在氣候政策上得到

國內生產總值耗能」較上年同期下降5％，超額完成2016

高分。德國國內雖然大力推展再生能源，卻仍然大量使用

年的目標，實現節能量約2.3億噸標準煤，相當於減少二氧

褐煤，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高居不下。此外，歐盟制定了

化碳排放約5億噸。 華

嚴格的汽車減碳新標準，以減少三成排放量。歐盟

▼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CPI 2018報告顯示各國對抗氣候變遷行動。
資料來源：Germanwatch

執委會2021年起將把汽車與廂型車排碳標準降低約
1/3，並提供八億歐元支持電動車基礎設施計畫。
排名第56的美國則是因特朗普上任後，退出
巴黎協定及終止「清潔電力法案」（Clean Power
Plan）兩項舉措，讓美國在氣候政策項目上失分最
多。然而在再生能源發展項目上，美國2017年春季
的再生能源供電量超越核電，看到美國減碳的新曙
光。摩根士丹利報告認為，美國退出協定無礙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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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嚴打「洋垃圾」
連鎖效應影響全球
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製造業蓬勃發展，進口了大量回收材料（如廢紙、廢塑料、廢金屬
等）。光是2016年，中國進口約180億美元的「固體廢物」。如今，中國憑藉日漸強大的經濟實力，
不願再當全世界的「垃圾桶」，北京當局2017年夏天開始嚴打「固體廢物（洋垃圾）」。
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

同時，當局希望能更有善利用國內的回收資源，而不是依

進口國，並從這些垃圾提取銅、鐵、紙或塑膠等原

賴全球進口的回收廢品。

中

材料，因為回收比生產原料成本更低。這是一個雙贏的戰

2017年7月間，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禁止洋

略，多年來已發展成為一個數十億美元的業務。世界垃

垃圾入境 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圾總量的50％以上運往中國，再處理後又部分以商品的形

對禁止固體廢物進口劃定了時間表：2017年底前，全面禁

式返回工業化國家。2016年，中國僅塑膠垃圾就進口730

止進口環境危害大、群眾反映強烈的固體廢物；2019年底

萬噸，價值37億美元。但這樣的產業卻中國的環境產生了

前，逐步停止進口國內資源可以替代的固體廢物。

全面的負面影響。「世界工廠」在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失
衡，「洋垃圾」只是冰山一角。

2017年底前禁止4類24種固體廢物進口
中國監管機構打擊進口垃圾的運動從2013年就開始，

「洋垃圾」貽害中國的土地及百姓

一連串港口檢查強制要求外國廢品回收者改進其運營方

在中國，「洋垃圾」是指從外地合法進口「固體廢

式，並投資新的垃圾分類技術。2017年7月，中國向世界

物」，可做原料的再生資源，以及非法進口「固體廢物」

貿易組織（WTO）通報，在2017年底前，有條件限制4類

兩種意涵的廢棄物。上世紀80年代，為緩解原料需求壓

「固體廢物」進口。未來僅有「生產來源的廢塑料」、

力，中國開始從境外進口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但同

「符合要求的冶煉礦渣」、「經分揀廢紙」，及「金屬和

時，在暴利的驅使下，一些企業鋌而走險，通過偽報、瞞

合金廢料、混和廢金屬、木廢料」能從國外進口。中國在

報、夾藏等方式躲避海關監管，致使許多廢電池、電子垃

給WTO的文中明確寫道，大量高汙染垃圾與危險性廢物，

圾等工業廢物以及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舊服裝、生活

混合在可回收的固體垃圾中，已嚴重汙染中國環境。

垃圾、醫療垃圾等進入國內。這些「洋垃圾」在加工處理
過程中產生有毒空氣污水排入大氣、土壤、河川、湖泊，

廢棄物是美國對中國第6大出口產品

加重霧霾，不僅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危

WTO資料顯示，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固體廢棄物」

害，且未經專業處理的生活廢品再度違規使用也為老百姓

進口國，美、日為中國主要來源國。廢棄金屬回收工業協

的健康帶來了隱患。

會（ISRI）統計，2016年中國自美國進口價值56億美元的
廢舊金屬製品、19億美元的廢紙（共計1320萬噸）及4.95

為環境保護必需頒發禁令

億美元的廢塑膠（142萬噸）。廢棄物已是美國對中國第6

北京政府擔心中國環境惡化以及公眾健康等問題，中

大出口產品。美國有15.5萬個就業機會，都仰賴於美國對

國禁止進口海外回收垃圾，對「洋垃圾」開展嚴格打擊。

中國的廢棄物出口，這將對美國、加拿大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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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項禁令9月已經生效，美國回收產業措手不

回收協會（Recycling Association）負責人Simon Ellinn

及，經營將面臨挑戰。ISRI估計，大約五分之一的貿易都

認為，全球回收產業最終必須提升出口廢棄物的品質以應

受到了「威脅」。中國的決定讓美國企業幾乎來不及準

對中國的禁令。他說：「我們一直在警告整個業界，中國

備，美國涉華貿易回收產業緊張不已。ISRI官員說，禁令

市場已經截然不同。隨著其內部經濟的發展，環境規則也

已經開始對中美雙邊貿易產生影響，不少中國買家已取消

愈嚴格，廢棄物出口國必須提高對中國輸出材料的品質，

訂單，停止下新訂單；有些中國買家乾脆也不拿停放在港

才能保持主要供應商的地位。」

口的貨櫃。對於全球頭號垃圾出口國美國來說，這一決定

英國利茲大學資源效率制度講師科Costas Velis表示，

則會對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世界資源回收行業協會

中國全面禁止廢塑膠進口將對全球產生巨大影響。「目前

認為，「禁令將為全球資源回收產業帶來重大影響」。

的問題是回收市場是受政策推動形成的，之所以進行原料
回收是因為有強制性回收目標。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主動的

中國是歐盟國家主要的垃圾出口國
中國是歐盟國家主要的垃圾出口國。2016年運往中國

市場，創造對回收原料的需求，給不同廢棄物定價體現它
們的價值，讓回收材料更具吸引力。」或許此次危機就是

的總共730萬噸塑膠垃圾中，有160萬噸來自歐盟國家。僅

一個良機，讓世界重新思考整個回收行業的和問題。 華

2014年德國向中國出口的垃圾就高達112萬噸，包括廢舊

2017年底前停止那些固體廢物進口?

金屬、廢塑膠製品、電子垃圾（如電腦、電視、手機、家

2017年底前調整為禁止進口的四大類固體廢物

✘

用電器等）、舊衣服等。其中1225噸是危險的廢物垃圾。
當中國禁止廢棄物進口之際，就已經讓歐洲開始擔憂不

苯乙烯聚合
物的廢碎料
及下腳料

已。歐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
來消化中國不接受的垃圾。

✔ 可限制進口的

禁止進口

廢光碟
破碎料

廢 PET
飲料瓶(磚)

機頭機尾
水口
鋁塑
複合膜
殘次品等

生活來源的廢塑料

生產來源的廢塑料

✔

✘

連鎖反應影響全球
美國、歐盟、澳洲、加拿大和韓國等5大貿易體，同
時表達對中國「洋垃圾」禁令的擔憂，稱此將對他們境內
的企業產生重大影響。

鐵渣之外，
符合要求的
冶煉礦渣

鐵渣

英國《泰晤士報》的報導說，中國決定從2017年年底

✘

開始全面禁止從國外進口可回收性垃圾，將引起連鎖反

✔

應並對全球產生巨大深遠影響。首當其衝的是包裝行業。
國際上向中國出口的可回收的廢品高達數百億美元。這些
產品包括人們在家裡回收的，之後由地方政府收走的塑膠

未經分檢的廢紙

經分檢的廢紙

瓶、廢紙、紙盒、打包用的聚乙烯、PVC。

✘

✔

全球回收行業需要變革，創造需求才是根本
中國的禁令也給全球回收行業提出了挑戰，他們必須
要適應新的環境，並透過投資新技術和垃圾分類提高回收
廢品的質量。一些人士認為，中國的禁令如警鐘，目的在
讓各國回收行業提高其競爭力，但這要花一定的時間。

合成纖維
廢料
人造纖維
廢料等

廢紡織原料

✘

金屬和合金廢料
混合廢金屬
木廢料

✔
第三十六期∣2018∣華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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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

與

灣區經濟

大數據是所有成長與改變的驅動力。大數據的串流與演算形成巨型價值，如何抓取、
分析與利用，進而創造運用數據資料的能力，已左右企業發展及國家競爭力。科技的演
進，促成雲端、大數據、工業4.0、Fintech 3.0（金融科技3.0）等帶動產業型態改變的技
術產生。人工智慧（AI）、自動駕駛、機器人、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工業
4.0等新科技應用，已成科技業公認的下一波大趨勢，其背後都是依賴大數據的蒐集、分析
與運用，才能產生新技術、新服務以及新商業模式。
此外，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區域，灣區都是支撐該國經濟、文化的
核心城市群，也儼然成為促進全球經濟發展、技術改革的重要地區。「灣區經濟」
往往具有顯著特徵，其中包括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
外溢功能、發達的國際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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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催生了人
工智慧的發展，從中美兩國主導人工智慧的城市，大部分座落於世界四大灣區
內，就可清楚顯示，數據經濟與灣區經濟之緊密關係。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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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說，大家還沒搞清楚PC時代的

阿

與運用，才能產生新技術、新服務以及新商業模式。

時候，移動網際網路（移動通信和網際網路二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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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來了，還沒搞清楚移動網際網路的時候，大數據時代

（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ex）及

來了。現在，大家還沒有搞清楚大數據時代的時候，AI

谷歌（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股價漲幅都介於20％至

（人工智慧）時代來了。

50％之間，而這四家公司都積極投資人工智慧及機器人，
獲利的背後，依舊是依賴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阿里巴巴

數據是所有成長與改變的驅動力
阿里巴巴CEO張勇就表示大數據是新商業時代的原

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就曾說: 「Google是全世界第一家把
數據當作生產資源的公司。」

油，AI則是趨勢。阿里巴巴很早就意識到大數據與商業
結合的價值。和原油不同，數據是越用越有價值，因為

「灣區經濟」正紅

會產生新的數據。而《連線》雜誌第一任主編凱文·凱利

世界銀行（World Bank）調查數據顯示，全球60％的

（Kevin Kelly）也表示「不管你現在做什麼行業，你做的

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區域，灣區都是支撐該國經濟、文

生意都是數據生意。」對於企業來說，客戶的數據將變得

化的核心城市群，也儼然成為促進全球經濟發展、技術改

與客戶同樣重要。《經濟學人》宣稱，「數據已經是所有

革的重要地區。「灣區經濟」往往具有顯著特徵，其中包

成長與改變的驅動力。」《金融時報》認為，誰能將數據

括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

運用得好，誰就是贏家。「一個國家、一家公司成功與

溢功能、發達的國際交通網絡。

否，將取決於是否有創造性地運用數據資料的能力。」

全球知名海灣城市有好幾百個，但真正被認為具有國
際戰略地位、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就是東京灣、

大數據衍生新技術、新服務、新商業模式

紐約灣和舊金山灣三大灣區。

蘋果、Google、微軟、亞馬遜和臉書，是全球最有價

紐約灣區是世界金融的中樞，城市化水平達到90％以

值的前5大公司，過去5年股價漲幅遠高於標準普爾五百指

上，製造業產值佔全美的30％以上；而在美國西岸的舊金

數（S&P 500），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因為它們最善於將數

山灣區，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發中心之一，擁

據變現金。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與百度，以及台灣台積

有全美第二多的世界500強企業，著名的「矽谷」便在這

電、南韓三星集團，同樣也是因為善用數據分析，才能成

裡。舊金山灣區是世界最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之一，總人

為業界的佼佼者。

口超過760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發中心之一，

人工智慧概念冷寂多年，近年來異軍突起，是由於移

擁有全美第二多的世界500強企業，是美國西海岸最重要

動網際網路的發展產生了海量數據，為人工智慧發展的算

的金融中心。擁有5所世界頂尖大學，蘋果、谷歌、臉書

法訓練提供了條件。如今，大家提到人工智慧就一定會提

最近將新總部都設於此區；東京灣區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城

到大數據，因為大數據為人工智慧提供了訓練的條件，大

市群和最大的航運中心、商貿中心和消費中心。世界第一

數據和人工智慧就是一種相輔相生的關係，大數據催生了

個依靠人工規畫而建造的灣區，成為人工規劃富人區的典

人工智慧的發展，人工智慧成就了大數據的功能。

範。占日本總產值1/3，SONY、三菱、富士通群聚於此。

科技的演進，促成雲端、大數據、工業4.0、Fintech
3.0（金融科技3.0）等帶動產業型態改變的技術產生。人

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出口大戶，且擁有巨大腹
地與海岸線的中國，許多灣區城市也躍躍欲試。

工智慧（AI）、自動駕駛、機器人、擴增實境（AR）、
虛擬實境（VR）、工業4.0等新科技應用，已成科技業公
認的下一波大趨勢，其背後都是依賴大數據的蒐集、分析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區域經濟成長新動力
2017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

第三十六期∣2018∣華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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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也成為推進「一帶一路」的

例，從中即可發現，數據經濟與灣區經濟之緊密關係。

重要構成部分。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世上最大的港口區、機

人工智慧產業近年成為各國、各企業以及投資者的注

場群、城市群，可形成全球最大的運輸和物流中心，發展

目焦點。火紅之程度，讓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騰訊研究院

航運、跨境基礎設施、並能彰顯以港澳為主的金融及專業

以及烏鎮智庫，紛紛推出重磅級的人工智慧相關報告。報

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相關內容，請參閱「華商世界」第

告皆顯示，中美兩國在人工智慧方面並駕齊驅，成為人工

34期封面故事）

智慧技術發展的主要兩大國家。（人工智慧相關內容，請

戴德梁行在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系列之一：內聯外通

參閱「華商世界」第35期封面故事）

的立體交通網絡》報告，提到未來5年內粵港澳大灣區交

麥肯錫報告指出，現在最有活力的人工智慧中心包括

通基礎設施建設將顯著加速，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

美國矽谷、紐約和波士頓，中國北京和深圳，及歐洲的倫

深中通道等陸續通車，2016年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

敦。這些城市大部分座落於世界四大灣區內，相互輝映。

珠海五大機場共運送旅客1.85億人次，貨郵737萬噸，運輸

騰訊報告顯示，由於AI產業核心技術掌握在科技巨頭

規模已位居全球灣區機場群之首，灣區內4座港口，3座排

手中，科技巨頭在產業中的資源和佈局，都是創業公司所

入世界10大吞吐量港口。國際金融論壇（IFF）主席、澳

無法比擬的。因而引領AI產業發展的技術競賽，主要是巨

洲前總理陸克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可為世界提供新的成

頭之間的角力。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臉書，這五

長動力；IFF聯合主席、南韓前總理韓昇洙也認為，無論

大科技巨頭都投入越來越多資源搶占人工智慧市場，甚至

是從人口、經濟總量、產業規模、貿易往來或科研創新能

整體轉型為人工智慧驅動的公司。中國互聯網領軍者BAT

力，廣東是中國最富有活力的經濟地帶，再加上香港和澳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也將人工智慧作為重點戰略，

門，此格局肯定能與其他世界上的灣區一起競爭。

憑藉自身優勢，積極佈局人工智慧領域。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提到，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
能力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連接海上物流、陸上物流和航空

矽谷（舊金山灣區）——

物流的基礎，三者貫通，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舉足輕重的

世界高新技術的搖籃和推動世界新經濟運轉的發動機

交通樞紐，加上粵港澳三地集中許多優秀的大學，學校和

蘋果的太空飛船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矽谷庫比蒂諾

政府對學生的創業創新有各種的資助，激發產生的創新動

市）、Facebook的新總部MPK 20（位於美國加州矽谷門

能，將給粵港澳大灣區注入活力，這樣巨大的發展潛力，

羅帕克市），谷歌的「可移動的透明烏托邦」新總部計劃

有理由成為世界上最大灣區。

（位於美國加州矽谷的山景城）等等，它們不約而同的選
擇新建總部在矽谷。矽谷是世界高新技術的搖籃和推動世

上海大灣區亦躍躍欲試

界新經濟運轉的發動機，科技巨頭也不能免俗。

在粵港澳大灣區辦得風風火火之際，以上海都市圈為

烏鎮指數報告則顯示，美國人工智慧企業以舊金山灣

基礎打造另一個大灣區的構想，也浮出水面，以上海都市

為主要發展重鎮，舊金山灣區人工智慧新增企業數在全美

圈為依托，打造中國第二個大灣區。日前浙江曾提出的環

新增人工智慧企業數中占34.52％，全球占比達12.91％，

杭州灣大灣區也是以上海為龍頭，灣區包括杭州、寧波、

每年新增的人工智慧企業數占美國當年新增數量的比例，

紹興、嘉興、湖州、舟山六市。據了解，上海大灣區範圍

已從2000年時的28.6％，上升至2016年的近50％。

要比杭州灣大灣區更大。

紐約、波士頓（紐約灣區）——
數據經濟與灣區經濟之緊密關係
大數據催生了人工智慧的發展，因此以人工智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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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中心商業區及摩天大樓集中地
紐約灣區兼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核心樞紐，是世界

上最大的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及

網產業增長16.2％，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產業

摩天大樓集中地，全球500強企業有四成在此落地，100多

增長17.6％。無人機、新能源汽車等新產品產量分別增長

家國際投行全球總部聚集華爾街，佔據全美三成以上的製

60％和146％。今日的深圳，高科技創新項目大量湧現，

造業產值，有著「東岸矽谷」之稱的波士頓高科技產業，

已被稱為「中國矽谷」。

以及號稱全美第一的新澤西生物製藥，同時它還是世界創
意文化之都。紐約灣區的其他核心城市也都根據自身的特

大數據經濟與灣區經濟相互輝映

點，尋找著與紐約錯位發展之路，使得區域內的產業分布

數據經濟專家、美國巴布森學院教授戴文波特

呈現出多元和互補的格局。而這些城市各自的發展，始終

（Thomas Davenport）就說，數據經濟時代，企業有多少

離不開紐約金融中心的輻射作用。

數據、用什麼技術並非關鍵，「重要的是，你多積極利用
數據，以及如何用這些資源創造更新或更好的做生意方

深圳（粵港澳大灣區）——

法。懂不懂數據分析，不是重點，能把數據和分析嵌入產

高科技創新項目大量湧現，又稱「中國矽谷」

品和服務，才是致勝關鍵。」

深圳高科技產業日新月異，華為、騰訊、大疆等高新

企業之發展往往具有群聚效應，灣區經濟具有開放的

企業逐漸成為有影響力的世界級企業。根據深圳市統計局

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

統計，深圳研發投入已超700億人民幣，佔GDP的比值達

發達的國際交通網絡等特質，正好為大數據時代所衍生創

4.05％，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相比去年，其中互聯

造的各種運用，提供滋長的養分及發展的空間。 華

全球主導AI產業版圖之城市與主要灣區之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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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
灣區

東京
灣區

紐約
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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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
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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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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戰略意義
與商業價值
倪明選｜講述

從大數據發展的歷史，顯示科技創新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21世紀是一個智慧的時代，利
用大數據洞察先機，將能在各領域帶來好處。

顧世界歷史，18世紀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瓦特改

回

展，帶動歐洲與美國的起飛。20世紀是信息時代，由計算

良了蒸汽機效率，同時也帶動了整個工業化機械工

機與互聯網帶來的革命，IBM、Intel、Apple、Microsoft、

業發展，造就英國的崛起。19世紀，電氣時代帶動了第二

Google、Cisco、阿里巴巴、華為等公司，移動互聯網、電

次工業革命，電話，汽車和飛機的問世是重大成就，推

郵、微信、支付寶等帶來商業模式的改變，成就了美國跟

動了電力工業和電器製造業等一系列新興工業的迅速發

中國的壯大。

▼人工智慧就是讓機器能理解知識，能讀懂大英百科全書，能讀懂報紙，然後可以自己學習，並且普遍適用。

14

華商世界∣2018∣第三十六期

科技創新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21世紀是什麼時代？將會有什麼改變？誰會崛起？回
顧歷史，每一次革命都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人類文明
進步的原動力，每一次革命都帶來產業、經濟、社會模式
的巨大改變。新的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都存有預先的鋪
墊與徵兆。雖然新革命為許多人帶來恐慌，同時也為能洞
察先機的人帶來機會。法律（如隱私權問題）永遠跟不上
科技進步的步伐，但不能與時俱進者終將被淘汰，這是每
次革命帶給我們的啟示。
進入21世紀，人們開始訓練電腦能識別圖片，這對人
類是簡單的問題，對電腦來說卻很困難，經過幾十年研究
後，直到6∼7年前，電腦已開始能識別圖片，直到最近，
電腦已能透過深度學習網路進行人臉辨識。每年計算機界
有個很有名的世界圖片識別大賽「ImageNet」，電腦先經
過狗、貓、椅子等物品的照片教導後，再比賽由電腦辨識
照片。透過歷屆比賽結果發現，2010至2011年間，識別成
功率由72％微幅進步到74％，但2012年時已能突破到引起
世界科學界震驚的85％，直到2015年北京微軟亞洲研究院
達到96.4％後，電腦已經比人識別更準了。人工智慧程式
Alpha Go分別擊敗圍棋高手世界第二韓國李世石及第一大
陸柯潔，顯示人已無法勝過計算機。自動駕駛汽車終將取
代傳統汽車，智慧機器人的崛起，也都已是大勢所趨。
商業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正在進行戰略轉

▲目前機器學習做事是利用大數據調出來的參數進行分析，只知其然，

型，利用market system整理的信用調查在8個月內能貸款出

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人類還無須因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而恐慌。

十億美元，效率比傳統分析還佳。事實上阿里巴巴也早就

是機器有學習的本領。過去做不到的原因是現在機器能

提出——螞蟻金服，5分鐘內完成幾萬人民幣的貸款，不

從大量數據中學習，由機器幫忙分析並發現人看不出來的

僅帶來財務便捷，也讓財務分析更有效率。

隱含規律。機器學習是一個或然率問題，意謂機器猜的較
準。如果比跑馬，機器分析的勝率雖未達100％，但總能

人工智能受到全球重視

比人類的猜測率準確。

人工智慧並不是新名詞，第一代出現在70年底到80年

人工智慧除了運用大量數據外，還需大量計算，機器

初，第二波是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第三波是數據

學習實際上就是黑盒子，黑盒子裡各種參數需要被調整，

挖掘（Data Mining）、第四波是大數據與深度學習（Big

例如AlphaGo贏了一場比賽，AlphaGo不能說明為何棋子要

Data and Deep Learning）。人工智慧就是讓機器能理解知

放在這個地方，但圍棋高手能說明棋子放在此處的目的。

識，能讀懂大英百科全書，能讀懂報紙，然後可以自己學

目前機器學習做事是利用大數據調出來的參數進行分析，

習，並且普遍適用。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人類還無須因可能被人工

為什麼人工智能會受到全球重視？人工智慧的核心就

智慧取代而恐慌。

第三十六期∣2018∣華商世界

15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人工智慧就是大數據，通過很強的計算，加上學習更

個客戶在阿里巴巴網站中看到的商品及購買商品的資料，

新的演算法，帶動商業分析進化及不同領域的發展。過

由全世界6000多個團隊比賽，猜測下個月客戶的購買意

去數據統計是分析發生了什麼事情，再分析為什麼發生，

向，當時我的學生組隊參賽，並以成功率8.2 ％得了第一

有別於簡單的統計，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最重要本領是做預

名。

估，能預估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21世紀是一個智慧的時代，利用大數據洞察先機，在

車險反欺詐系統——應用大數據預測詐險機率

各領域帶來好處。大資料的 「大」不是一個量化東西，而

保險業最怕欺詐，車禍發生後，保險公司需調查案

是一個從數據中的價值體現，解決過去無法解決的問題，

件，並決定是否理賠。某國內保險公司期望運用大數據應

能在做生意方面創造更多利潤。倪博士分享其團隊運用大

用於詐險預測問題，經過車險數據分析及機器學習的方

數據解決問題的四個案例。

法，找出欺詐概率，針對欺詐概率高的案件，採重點調查
可減少理賠。根據運營商數據，車險業務是保險欺詐重災

阿里巴巴天貓推薦系統——讓客戶看到欲購買商

區：車險業務保費收入高（2014年中國車險市場保費收入

品，帶來營收

5515.9億元，佔財險總收入比例高達 73.1％）；欺詐案例

天貓利用5.7億用戶的點擊、購買等行為數據進行個

多（車險業務欺詐案例數佔保險欺詐案例總數，比例高達

性化推薦，利用精準行銷的策略，讓客戶看到欲購買的商

83％）；騙保金額也大（車險業務欺詐金額佔車險業務賠

品，帶來更多的營收。天貓的推薦模型進行過兩次優化，

付總額，比例高達 20％）。欺詐案件的傳統分析方法採用

精準度已累計提升80％。但阿里巴巴仍不滿足其精準營銷

關鍵指標，以簡單統計、主觀經驗及固化指標方法，由業

的精確度，所以在2014年舉辦比賽，開放特定期間，1000

務人員判斷，但主觀性強，難以應用於複雜案例；或以成
本較高的實地調查法派人做筆錄，事故證明及賠
付意見。
在此領域，有三個最有名的公司——FICO、
IBM跟SAS能提供專業反欺詐軟體，但國外軟體卻
不適用於中國國情，主要原因是：
（1）如要做欺詐保險分析，則要把數據提供
到國外，此舉違反了數據不提供至國外的國家政
策。由於數據也是戰略資源，擔心可能發生的間
諜活動下，中國政府已下令國有企業須與國外諮
詢公司斷絕關係；
（2） 最早將FICO、 IBM的軟體拿到國內使
用時，效果不佳，水土不服是因為中國與外國的
汽車行業標準、車輛保險制度、車主參保情況、
出險賠付流程等多方面都有不同。國外諮詢公司
渴望立足中國市場，但到國內就無法適用；
（3） 國外諮詢公司成熟的商用系統，產品售
價和更新維護費用不菲，令中國車險企業望而卻
步，造成性價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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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億，顯示模型能更精準挖掘出潛力客戶。

電信運營商挽留客戶系統—使用大數據挽留即將
流失的客戶
相較於爭取新用戶，電信商留住一個用戶的成本僅為
1/5，因此利用數據分析，例如終端機、通話記錄流量、投
訴資訊、所在地理位置等數據，在客戶即將流失時，做推
廣行銷的挽回措施，利用開發的系統可以成功留住即將流
失的客戶比現有系統好20 ％以上。

大數據是智能時代的最大能源
「互聯網＋」的概念不是簡單利用互聯網做生意，而
是在互聯網的基礎上，以開放的思維，重構企業的商業模
式和生產模式，而「大數據思維」就是核心要素之一。
21世紀是一個智能的時代，大數據是智能時代的最大
能源。未來的數據科技時代關鍵是大數據競爭，大數據將
成為產業增長的核心動力。在商業行業裡面利用人工智
慧改善決策機制，重塑商業模式跟生態系統，創造更多價

賽馬會客戶行為分析與預測系統——有效提升市

值。智慧時代迅猛的發展需要大量投入技能流程工具，成

場營銷活動效率

功運用這些技術來改進你的系統。智慧化會出現在每個應

香港賽馬會是個獨佔企業，他們的利潤，有義務回饋

用領域和服務中，成為軟體及服務業裡最重要的主戰場。

香港社會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因此，在深入分析賽馬會

智慧時代將是一個比拼創新、爭搶人才的時代。未來科技

過去十年來積累的近50億條客戶行為數據後，綜合運用多

不能取代專家，但懂得利用科技的專家，很有可能取代不

種機器學習技術構建能夠精準預測客戶未來行為的大數據

懂利用科技的專家。 華 （本文摘錄自第十四屆世界華商高

模型，並搭建了一整套自動化模型更新工具。模型能幫助

峰會主題演講）

賽馬會設計以客戶為中心的個性化營銷方案，有效提升了
市場營銷活動效率。
模型對特定客戶是否具有較高流失傾向進行分類預
測，並以特殊推廣手法，轉化為企業利潤增長。同樣，預
先得知哪些客戶即將進入高速增長狀態能幫助賽馬會更深
入理解客戶行為，從而挖掘出新的市場機會，讓預測模型
的精確度最終反映到為企業創造價值。
模型預測效果採分組試驗進行驗證，A組以傳統手法
挑選客戶，B組則以模型預測結果挑選客戶，二組客戶以
同樣的促銷推廣手段實施，三週內模型組的營業額比傳統
高7.9％，兩個月內增長更達16.6％，去年營業額也因此增

作者簡介

倪明選

倪明選教授現任澳門大學學術副校長與
電腦及資訊科學講座教授。在2015年加入
澳門大學之前，他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
（2002年∼2014年）擔任過電腦科學與工
程系講座教授與系主任、校長特別助理、
霍英東研究院院長。在加入香港科技大學
之前，他擔任密歇根州立大學（1981年至
2002年）電腦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從1995
至1996年他擔任美國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微電子系統結構方向的主任。從
1998至2001年，他創立了CC&T技術公司並擔任執行長，他領導的團隊設計
了一系列網路電話有關的產品。他擁有23個美國或中國的專利，擔任過國
家973計劃無線傳感網路專案首席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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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風險

郭位｜講述

人們對於日常生活的風險認知，與擔心害怕的事物是存有差距的。人們害怕恐襲，但美國一年
槍擊案的死亡人數比它要多得多，其他諸如交通事故、食安問題、空氣污染等的死亡人數也要比槍
擊案多。此外，全球七十五億人口中，有二十五億人平均壽命在五十歲以下，這些人生活在非洲等
的第三世界國家，因貧窮、缺乏資源，面對的風險比我們更多。

年前高科技遙控無人飛機，能在嚴密管控的白宮成

三

中喪失了六千多名軍人、將近一萬的非戰爭人員。過去15

功降落，雖小飛機未帶有炸彈，卻也著實讓人替當

年，在阿富汗和中東國家，有超過二十萬平民喪生在與美

時遠在印度訪問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捏了把冷汗，更有人提

國的戰爭中，也就是因為這一連串的事件，引發了今天諸

出在戰爭中使用無人飛機，能比原子彈產生更大的效果。

多的恐攻。

如果有人認為白宮這次的事故是偶然發生，誰都沒想到一
年後，有一個人開著車子撞向英國白金漢宮。
此外，信用卡盜用問題經常發生，雖然信用卡在口袋
中未拿出使用，也可憑借高科技設備盜取信用卡號碼。因
此在今天，使用無人機、高科技、軟硬件、機械人雖然帶
給人類方便，卻也可能帶來高度的風險與困擾。

20年前香港蘭桂坊的夜晚集會踩踏意外、三年前上海
新年之夜的踩踏意外，及2015年麥加朝聖中700多人死於
橋上的踩踏事件，如將危險事件的傷亡人數加總，全部加
總不超過3000人。
幾週前，在拉斯維加斯的槍擊事件中有59人喪命。但
美國一年槍擊案死的人超過一萬個，要比上述的所有風險
來得多，但是一般人都不會注意到。若將全世界的槍殺案

報章常關注的危險議題不全是影響人們最大風險

加總，又沒有比交通事故死得人多。

香港城市大學與世界68個國家地區有交換計劃，教職

依據聯合國統計，去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是

員喜愛訪問世界各地，從倫敦到莫斯科，從南美到非洲。

125萬，香港排名是全球倒數第二的，每年死亡人數僅二

但近年來一些教職員拒絕到英國、土耳其，因為這些地方

位數，台灣每年是3000人、中國大陸是每年25萬人，所以

每天都有暴徒、恐攻，讓人產生恐懼與不安。若將重大事

是交通事故危險還是暴徒危險呢？美國是食安水準最高的

件依發生地，在地圖上做標示時，南美、中國大陸及美國

國家，每年只有3000人因食物中毒而死亡，更甭談兩岸三

的事件是非常少的，多數都發生在歐洲跟中東。

地的食品危害。依據聯合國衛生組織（WHO）統計，世

2001年紐約市「911事件」，現場死亡人數達2977

界上每年有200萬人死於食安問題，「這個影響是不是更

名，經濟損失達4兆，美國為此發動了幾場中東戰爭。依

大？但討論的人不多」。相較日常生活的風險，報章上常

據美國布朗大學報告顯示，截至目前，美國在這些戰爭

關注的危險議題不全是影響人們生活的最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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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死亡人數，遠遠高於意外及暴動人數

氣污染都不是最危險的，世界75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

早期肝病是華人的國病，肝炎也一直是兩岸三地死亡

（約25億）的人口居住在密集，且夜晚少有燈光的區域如

率最高的，但三年前肝癌正式被肺癌取代。根據台灣大

非洲，吃的東西是不熟的，沒有火，沒有電燈，飲用不乾

學最新的研究報告，台灣每年有6到7萬人因空氣污染而死

淨的水，教育資源缺乏，更沒有好的衛生條件，當地人民

亡；而中國大陸則是每年約150萬人。

平均壽命只有50歲，遠低於資源充足區域的80到90歲。

根據聯合國資料，世界上有92 ％的人口，生活在空氣

可能有些人會說：「這些人的壽命長短與我有什麼關

品質低於標準的區域，其中PM2.5（直徑小於或等於二點

係？」，但由於世界的一體化，嚴重危及生命的疾病包括

五微米的顆粒物）最嚴重地區有兩個，一是力發電盛行區

愛滋病、SARS、禽流感，都能在最短的時間以不分國界

域，二是有沙塵暴的沙漠。PM2.5發生的主因是火力發電

的姿態散佈到生活周遭。因此當我們說「生活的風險」，

（約佔40 ％）、汽車污染（約占35 ％）、民用能源（佔

就不能再忽視這25億人的衛生條件，及其帶來的生活危

剩餘20 ％左右）。

機。

北京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但北京最壞的天氣仍比印

如果按今天普遍人均壽命八十歲算，他們平均壽命短

度最好的天氣還要好，實際上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

少30歲，意謂著死亡率比前文提及的所有危險加總再多

方不是印度而是外蒙古。根據聯合國的分析，每年全世界

一百倍，這會是一個更大的危機。

有650萬人口因空氣污染而死亡，而這650萬人裡面，有2/3
集中在西太平洋及南太平洋，也恰巧是華人聚集的地方。

處理危機不要被輿論和小道消息影響

據北京國務院數據，中國大陸每天有四千人死於空氣污

在處理各種危機時，須層次化其重要性，但往往人們

染。如把這些數字與先前提到的暴動死亡相比，因空氣污

還是會忽略。平常認為嚴重的事情，其實沒那麼嚴重，平

染死亡的人數要高的多。

常認為不嚴重的事情，反而是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舉

如果將空氣污染盛行區域與暴動常發生的區域對照，

個例子，日本福島事故之後，很多人認為核電非常危險，

能發現在常發生暴動的地方，恰是空氣污染較不嚴重的區

但2011年距今六年半，卻沒有一個人因核輻射死亡，如根

域，意謂世界上的人不管來自五湖四海，誰都不能夠逃避

據聯合國的分析，評估後續也不會有人因此而死亡。

風險。

希望大家對風險都有一個清楚的概念，我們平時是不
是敲錯了門、開錯了鎖，解決了錯誤的問題，大家不要被

世界25億人口，生活在極度危機中
綜合上述，恐襲、槍擊案、交通事故、食安問題、空

環境、輿論和小道消息所影響。 華 （本文摘錄自第十四屆
世界華商高峰會專題演講）

Global Air Pollution PM2.5 Air Quality Index
作者簡介

註：WHO Guideline values （annual mean） PM2.5: 10 μg/m3 , PM10: 20 μg/m3
（資料來源：http://maps.who.int/airpollution/）

郭 位

郭位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美國國家工
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工程院
及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教授是能源
安全的專家及電子可靠度研究的先驅，為
可靠度的測試設下了國際標準及理論基
礎，在許多現代電子產品中都可看到他的
研究足跡。在其廣受推崇的科技著作中，
2013年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科普書《核
電關鍵報告》（香港版《七彩能源一鑑開》，北大簡體字版《核電 霧霾
你》），引起高度迴響，被翻譯為多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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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規劃研究綜述
楊道匡｜講述

中國大陸於2017年初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計劃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繼一帶
一路後，備受關注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計劃，粵港澳大灣區相較於世界另外三個大灣區—紐約、東
京、三藩市，粵港澳大灣區的土地面積和人口都大於其他灣區，在經濟規模方面，經濟總量與GDP
已達1.4萬億美元，雖然比紐約及東京略少，但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幾年便能相對領先，並成為
世界最大經濟帶。

2017

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

在粵東，在潮汕地區附近有碣石灣，跟著有紅海灣，靠近

告，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這個國

惠州有大亞灣，跟著到達珠江口灣區，再往西的叫澳門西

家的方針。它是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在做前期的一

邊，就是珠海和江門了。江門有廣海灣，旁邊有鎮海灣，

份總研究，包括十份報告。在6月底已經完成，完成的報

再過去就是陽江海陵灣，接著是茂名及湛江。茂名和湛江

告隨即就上交國務院，現在是由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

西邊最大的一個灣叫雷州灣。

「發改委」），正在依據前期研究，編制這個規劃。
這個規劃現在還沒公佈，但是有關這個規劃的研究，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粵港澳三方當然各有各的一些

廣東省沿海地區其實有若干個稱為是「灣區」的地
方，但今天討論的是珠江口東岸和西岸，包括香港和澳門
兩個特區，簡稱為「9+2」城市群。

解讀，其他的國家地區，包括國外的、包括區域的、在亞

2017年3月，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提

洲地區也紛紛在研究這個粵港澳大灣區，所以目前還是屬

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

於研究的階段。按照收到的資料，這個規劃應該是在2017

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

年編制完，然後按照以往的這些國家級的規劃，會有一

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2003年，國家商務

個諮詢期徵求各方的意見，再做一些修訂，最後由國務院

部分別與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政府簽訂了中文叫《內地與

正式公佈，就成為了真正的規劃。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探討

港澳關於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是用英文縮寫叫

的是這個規劃研究各個方面，綜合各方面的一些資料和情

CEPA；澳門就習慣用中文簡稱叫安排。

況，和大家做一個交流探討。

在這個更緊密合作的安排過程中，當時國家商務部派
了幾位司長來解讀這個CEPA的內容，他們表示在簽訂這

灣區與城市群概況

個協定中最重要的關鍵字是「更緊密」三個字。那麼從

粵港澳大灣區域城市群的概況，包含整個廣東省，右

2003年到現在2017年過去了14年，原來在更緊密的經貿關

面是福建，左邊是廣西、北面是湖南。廣東省有漫長的

係，大家留意一下是「經貿關係」，雖然是更緊密但是它

海岸線，中間是珠江口，西邊就是粵西地區。所謂的灣區

超越不了經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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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打造中國超級城市群
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

粵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

中部城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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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遠

北部灣
經濟區

肇慶

佛山

河源

惠州

廣州
東莞

雲浮
江門

中山

深圳

珠海
陽江

香港
澳門

茂名

湛江

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範圍

深化合作，是全面全方位的合作

東南亞

「粵港澳大灣區」是9+2城市合作

現在的深化合作是另外一種概念，是全面全方位的合

第二個「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空間佈局概念，由

作。所謂的深化合作要是從規劃順序來排列的話，第一

灣區所在的城市群合作。東邊深圳、東莞、惠州簡稱叫

要做空間的佈局，首先規劃就是做空間佈局；第二是交通

「深莞惠」，北面是廣州、佛山、肇慶，「廣佛肇」，西

網絡，特別是跨境的大型基建，包括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

面是珠海、中山、江門叫「珠中江」，就是廣東珠江東岸

橋；第三是產業的設置，廣東省、香港及澳門各以何種產

西岸的九個城市（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

業為重，需要協調；第四階段是環境保護，包括水資源，

州、珠海、中山、江門），加上香港、澳門兩個特區，就

如港澳本身沒有淡水，需要外來供水，所以水資源的利用

這9+2個城市的合作，才是關鍵。

管理以及空氣、垃圾處理，這些環境保護非常重要；第五
是科技文化教育；第六是政府的公共服務；第七則是居民

發揮港澳獨特優勢與國際接軌

的生活，就此城市群裡，粵港澳三方的居民如何更融洽的

最後一個，如何「發揮港澳獨特優勢」，這是國家的

生活，且提高生活素質。因此，我解讀「深化合作」最起

期望。在全中國，香港與澳門此兩特區是最國際化，並與

碼需包括這七個方面，這是第一個關鍵字。

國際接軌。從法律、商業規則、企業聯繫，包括居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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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關係，都形成港澳獨特優勢。將來國家要建設粵港澳大

全世界60％經濟總量集中在灣區一帶

灣區，最終目的就是要對外拓展，因此，如何充分發揮港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認為，全世界的大灣區經

澳優勢，也是國家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對港澳兩特別行政

濟都正在迅速發展中，已成為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的一

區未來發展的一種期待。

個載體。全世界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灣區一帶，
75％的大城市和人口集中在距離海岸一百公里左右的海

大灣區城市群的交通網絡

岸地帶，世界排名前50位的特大城市其中港口城市占了

珠江口兩岸將有三大通道。「虎門大橋」是1995年香

90％。

港和合集團公司建設的，至今已超過20年，虎門大橋基本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有利於充分發揮大灣區的

上飽和了。目前每天流量大概超過5萬次，已達超額的飽

獨特優勢，培育能與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級城市群

和。「港珠澳大橋」預計2017年底建成，但並不代表會通

抗衡的中心，建設高水準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台。構

車，因為基建建好後，還需安裝設備，通關安排及測試、

建以大灣區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帶動中

調試，預估2018年上半年可以通車，此橋將可以改變珠江

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

兩岸的通行狀況。「深中通道」是由深圳附近再建一個跨

帶。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僅著眼於內部的合作，將來發展的

海大橋，到達中山翠坑新村。此施工預計2024年能夠建成

目標是對外拓展一圈，並為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保

通車。未來珠江兩岸，將形成一個很發達、很便捷的交通

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進一步發揮對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

網。這是關於大灣區城市群的交通網絡。

重要支撐和引領作用。

連接珠江東西岸4通道
東莞

虎門二橋（廣州－東莞）

虎門大橋（廣州－東莞）

預計2019年竣工
全長近13公里，總投資約
120億元人民幣

1997年建成

廣州

全長近16公里，是中國首
座大型懸索橋，但因珠江
三角洲發展迅速，近年不
堪交通負荷，經常塞車

深圳
深中通道（深圳－中山）

中山

預計2024年通車
全長近24公里，雙向8車
道設計，有6.8公里沉管
隧道，總投資額約460億
人民幣，連接廣東自貿試
驗區（廣州南沙、深圳前
海及珠江橫琴），年底全
面開工。

港珠澳大橋（珠江－澳門-香港）
預計2017年底通車
全長約50公里，雙向6車道設計、
有5.6公里海底隧道，促進香港、
澳門和珠江三角西岸地區經濟進
一步發展，總投資額1123億港
元，年底完工

珠海
香港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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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濟總量接近1.4萬億美元，剛才已經

2016年粵港澳11城GDP排行
排序

城市

1

香港

2014年

2015年

20,089.2

21,319.4

2016年
22,125.7

引用過了，它離紐約的水準很近，已經
是三藩市灣區的1.7倍；說明了發展很

2

廣州

16,706.9

18,100.4

19,611.0

3

深圳

16,001.8

17,502.9

18,493.0

4

佛山

7,603.3

8,003.9

8,630.0

5

東莞

5,881.2

6,275.1

6,827.7

廣東省的物流量在2016年占全中國
的25.8％，粵港澳區域的集裝箱貨運量

快，其中包括機場、包括集中箱貨運在
全球占的重要的一個位置。

6

惠州

3,000.4

3,140.0

3,412.2

7

中山

2,823.0

3,010.0

3,202.8

8

澳門

3,819.9

3,133.6

3,095.2

9

肇慶

1,845.1

1,970.0

2,484.0

箱運量的排位之中，深圳、香港、廣州
分別是排在第三、第五和第七位，其

10

江門

2,082.8

2,240.0

2,148.8

11

珠海

1,867.2

2,025.4

2,226.4

占全中國的28％。在2016年全球的集裝

中東莞虎門港也排在第43位，運量達到
6520萬標箱，高於約、舊金山和東京灣

數據：中商產能研究院
（註：以港元兌0.8889元人民幣，澳門元兌0.8641元人民幣換算）
面積：55,881平方公里∕人口：6,670萬人
GDP：9.35萬億（人民幣）約為1.4萬億美元

區的總和。說明這個灣區在集裝箱的運
輸方面相當的發達。
在金融方面，香港的地位非常的重

粵港澳11個城市GDP排位

要，按照全球金融中心的指數，香港排名第四，僅僅次

2016年粵港澳11個城市GDP的排位中，排第一位

於紐約灣區。在2016年香港股市總的市值達到26萬億的港

的是香港（人民幣22,125.7，單位:億，以下同），第二

元，首次上市集資活動總額是1950億港元，位居全世界第

位是廣州（人民幣19,611），第三位是深圳市（人民幣

一。這個說明此灣區的港口運輸集裝箱的運量及金融相當

19,493）。但珠江西岸的幾個城市排名較後面（中山第

發達。

七、澳門第八、江門第十、珠江第十一），說明珠江西岸
的發展相對滯後，相對地，它們有後發的優勢、有巨大的

國家的三大戰略

權利。因為東岸如深圳、東莞、惠州土地基本上飽和。西

國家的三大戰略：北京、天津和河北（京津冀）協同

岸還有充足的土地空間，可以給予投資者從現在開始投

發展、長江經濟帶（以上海為中心，包括江蘇和浙江）、

資，可以滿足未來發展的需要，且現在還有好的生態環

一帶一路。這是國家提出的三大發展的策略。2016年京津

境、有大片的土地空間，這個也是它的優勢。

冀這兩個直轄市加一個省的GDP總量是7.6萬億人民幣、

粵港澳灣區11個城市，佔有的面積接近56000平方公

人口是1.1億。而粵港澳大灣區GDP大約是9萬億、人口是

里、人口6600萬、GDP2016年綜合來說9.35萬億是人民幣

6700萬；所以粵港澳大灣的總量是京津冀的1.2倍，因為人

計價（大概折算為美金是1.4萬億美金），這個是它經濟的

口比京津冀少但生產總值較高，人均GDP是京津冀的1.94

基本情況。

倍，這個優勢也相當明顯。

2016年粵港澳經濟總量接近1.4萬億美元

對比國際灣區粵港澳區域存在問題

2007年中國的GDP只占世界的6.1％，2016年占位已

「粵港澳大灣區」2016年的GDP達1.4萬億美元，約為

經到14％，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再看粵港澳的發展

東京灣區的2/3，接近紐約灣區，是三藩市灣區的1.7倍。

水準，2007年粵港澳這個經濟總量大約只是紐約灣區的一

但是，若從人均和地均GDP比較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尤

半、大約也是和三藩市灣區持平；但到2016年粵港澳的這

其在科技、教育、文化、高端人才聚集與公民素質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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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門特區三地政府四方面共同簽訂一個名為「深化粵
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總體的合作目標是，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完善創新合作機制，建立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合作目標，包括強化廣東作為全國改革
開放先行區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構建科技產業創新
中心和先進的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基地，這個是廣東省的定
位。香港的定位是，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
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以及科技事業
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至於澳
門的定位，就確定為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
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以中華文化為
主題、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進澳門經濟適度
多元可持續發展。
共同目標，就是努力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
力的經濟區，這個是在原有基礎上更具活力；然後建設
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這個主要是就居民的生活而
言；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攜手打造國際一流灣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有利於充分發揮大灣區的獨特優勢，培育
能與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級城市群抗衡的中心，建設高水準參與國
際經濟合作的新平台。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這是粵港澳三方合作的一個共同的目
標。
最後是發展目標，中國國際金融交流中心預測，到

標，要達至國際灣區水平仍然有待努力。尤其在創新研發

2020年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基本形成，世界級城市群的框架

這塊，教育高等教育特別是在全世界高校的排名。

基本確立，到2030年位居全球灣區之首，主要是指GDP可

此外，一國兩制就有兩種制度不同的法律，不同的行

以排在全球灣區第一位，成為全球的先進製造業中心、全

政管理、不同的上市規則、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關稅

球重要的創新中心、特色鮮明的國際金融中心，參與全球

區。香港、澳門是兩個自由港，跟廣東省就是屬於三個不

合作與競爭能力大幅的提升，躍身世界知名城市群的前

同的關稅區。由於是不同關稅區，所有口岸就對物流對貨

列。2020年，經濟總量應該可以追平東京灣區，到2030年

物要產生管制，要平稅要檢驗貨物、對人流人員出入境要

全面超越各個灣區。

憑有效的簽證，對資金流也有限制，因此自由流動產生障

關於合作的重點領域，協議裡包括七個方面：第一是

礙。大家很期待粵港澳灣區城市群規劃公佈後，是否有一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第二是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

些有效的措施能夠減緩減低這些障礙。

的水準；第三是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第四是聯手構建
協同發展產業體系；第五是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2017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周
年的慶典活動中，親自簽訂由國家發改委、廣東省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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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第六是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第七是支持重大合作平
臺的建設，包括澳門要建設中葡商貿服務合作平臺，這也
是一個重大的合作平臺建設。

澳門參與灣區城市群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既然是灣區跟海有關，它也包括海

澳門作為此灣區城市群中的一個成員，應該如何去參

灣、海岸線和海島。廣東省珠江口就是西岸和東岸，整

與的灣區的建設？應該思考什麼問題？ 2011年3月，澳門

個海域面積是8000平方公里，廣東省其中由珠海管轄的有

和廣東省簽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因此，如何保障落

6000平方公里。超越了香港東面都是屬於珠海管轄的水域

實《協議》所提出的主要目標？包括：跨界基礎設施、交

6000平方公里，而澳門在2015年底由國務院正式公佈管轄

通網絡、橫琴開發、珠澳協同發展、共建優質生活圈、公

的水域只有85平方公里。澳門、珠海與廣東的海域資料一

共服務銜接、國際都會區和大珠三角洲世界。

攤開來看，就能明白澳門未來，要發展和海洋有關的經

所謂跨界，就如港珠澳大橋、粵澳新通道，或是軌道

濟、參與海島的開發，必須要跟珠海、廣東合作。

交通通過澳門蓮花口岸在橫琴如何對接，以及機場合作
等，都是屬於跨界的領域。這些大型基礎設施如何能夠順

澳門的未來要向海洋發展

暢地去對接交通網絡，珠海和澳門兩個那麼近的城市如何

澳門未來的發展，要向海洋發展超越陸地這個空間，

協同發展，就居民生活而言如何共建優質的生活圈，包括

其實還是很有前景的。包括一系列與海島和海洋有關的發

一些公共服務銜接。

展：海洋旅遊、海洋文化、海洋科技、或甚至是遠洋。因

所謂公共服務，將來城市群的居民可能是在某個城市

為澳門歷史最早從小漁村發展到現代這麼一個城市，它的

居住，同時在另外一個城市中工作。以澳門居民為例，

第一個經濟活動就是作為貿易轉運港。早在公元1635年的

因為通關很便利、交通很順暢，澳門居民可能居住在中山

時候，澳門就作為遠東和歐洲一個很重要的貿易轉運港。

或者就是在珠海，那麼可能有的問題是什麼呢？首先是醫

經歷過400多年，澳門能不能憑藉這個進一步和世界港口

療，還有教育醫療的問題。澳門居民65歲以上的醫療福利

城市接軌，這也是澳門未來發展要需要的思考問題，也是

是免費的，但若此老人超過65歲又居住在中山珠海，能不

澳門加入這個灣區城市群建設自己要定的一個目標。

能在當地就醫？養老以及安老服務又怎麼辦？都是公共服

在澳門明確水域管理範圍基礎上，澳門應積極推動與

務是否能銜接的問題。此外，還有口岸通關產業協同環境

廣東和珠海的海洋經濟合作；短期盡快開通澳門直達萬山

保護一系列問題等等，是澳門第一個要去思考和解決的問

群島的航線，包括開通遊艇自由行，將為澳門的旅遊休閒

題。

中心建設拓展新的空間，同時帶動珠海的海島旅遊和海島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推進珠江西岸協同發展，包括幾個

開發；中期規劃應積極部署參與海洋經濟合作，包括珠江

國家級的重點的發展新區，如廣州南沙自貿區803平方公

口灣區和粵港澳藍色產業帶建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

里，中山翠亨全面合作示範區230平方公里，以及江門大

從更宏遠的目標看，澳門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方

廣海灣綜合經濟區2400平方公里，這些區域都在珠江西，

略，可以沿著當年歐亞貿易海上航道，聯結東南亞、印

跟澳門非常靠近。雖然是城市與城市合作，但必須選取重

度、中亞、非洲直至歐洲沿岸港口城市，發揮自由港和獨

點，這些發展新區因為有了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就作為

立關稅區等優勢作用，並從中推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

這些切入點是先行的，這個也是澳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

中葡經貿服務平台」的建設。 華 （本文摘錄自第十四屆世

題。

界華商高峰會專題演講）

第三點就是澳門再加入此灣區整個大的發展的過程
中，如何能夠提升自己的發展水準。包括推動城市建設、
推動社會發展、推動經濟民生更上一個新的臺階，或者更
上一個新的指標的體系；這些都是澳門必須要去思考提出
具體的方案，而全力推進的問題。

作者簡介

楊道匡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粵
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澳門特區政府粵澳發展策
略小組澳方副組長、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副所長。多
年參與粵港澳區域合作研究，並在有關大珠三角城
鎮群系列規劃研究中擔任專家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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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峰會盛大召開
探討大數據運用
及區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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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於2017年10月19日至21日，

第

10月20日大會舉行開幕典禮，並特別安排澳門科技大

在澳門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舉行。來自全球37個國

學自行研發製造的成果──「天機一號」機器人在會場

家及地區，逾1500位華商社團代表報到出席。世界華商高

迎賓。玲瓏可愛的機器人不僅展現澳門本土的科技研發成

峰會已成為全球華商一年一度聚首澳門，集思廣益，合作

果，也增添了本屆高峰會的氣氛。開幕典禮由香港鳳凰衛

發展的重要盛會。多年來，一直致力發展為全球華商服務

視簡福疆先生擔任主持人，並在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

平台的澳門，已成為全球華商一塊獨特的土地。

歌詠隊共同演繹《華商頌》的美妙歌聲中，開啟活動的序

本屆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辦，澳門貿易投資

幕。

促進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共同合作，中國國際
貿易促進委員會、台灣商業總會、鳳凰衛視、亞洲週刊以

大數據的應用和推廣將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及國際經濟交流協會協辦，並獲得澳門廠商聯合會、澳門

高峰會組織委員會委員長、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

出入口商會、澳門紡織商會、澳門付貨人協會等機構共同

樂於致開幕辭時表示，全球正迎來大數據時代，智慧化、

支持。

資訊化、移動化的創新舉措日新月異，以大資料為技術的
產業融合，改變了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晶片技術、人工

大數據時代的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
「大數據時代的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是本屆大會主
題。大數據的串流與演算形成巨型價值，如何抓取、分析

智慧、雲計算、生命科學數位化等，充滿了發展前景與投
資的機會。大數據的應用和推廣將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
引擎。

與利用，已左右企業的發展以及國家的競爭力。「粵港澳

另外，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將通過創新驅動和城市

大灣區」與東京、紐約、舊金山並列為世界四大灣區，總

轉型發展，打造出中國超級城市群，並成為一帶一路的戰

體規模更將成為四大灣區之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略樞紐。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成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

與商機，讓世界各地華商立足澳門，關注這個中國超級城

國家戰略。正在召開

市群的發展藍圖及機遇。

的19大，也將粵港澳
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重要舉措，這
對廣大華商來說更是
難得的發展機遇。期
望全球華商能為大數
據產業及區域經濟發
展，開拓出獨特的道
路。將華商精神發揚
光大，將區域合作精

▲高峰會組織委員會委員長、鳳凰衛視

神進行到底。

董事局主席劉長樂致開幕辭。

澳門具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高峰會多年來得到澳門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門經
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先生，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為大會獻唱及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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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蒞臨主禮並致辭。他表示，目前世界經濟既面對著多

14th

World Summit of

第十四屆 Chinese Entrepreneurs
世界華商高峰會

項不穩定的因素，又

全國台企聯自2007年成立以來，經過10年發展，涵蓋

同時面對著大數據、

在大陸投資的四萬多家台資企業，現已成為服務台商的平

人工智能等多項新動

台、兩岸經貿交流的平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平

力的生成和發展，挑

台。經過多年的努力，廣大台商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也為

戰與機遇並存，考驗

大陸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著企業的抗逆能力。

大陸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

澳門，具有「一

和產業變革加速興起的大背景下，從「十三五規劃」和

國兩制」的獨特優

「一帶一路」建設，以及雄安新區設立的戰略推進中，不

勢。事實證明，堅守

難看出，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和歐亞大陸關係的變化，正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

在撬動全球性的歷史變遷。客觀現實也表明，台灣屬於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先生，代

之利，澳門同胞有

「海上絲綢之路」一部分，而澳門在戰略理念上與「海上

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蒞臨主禮

能力在發展過程中克

絲綢之路」一脈相承，在合作領域上與之相應而生。在經

服重重困難，把握機

濟發展大潮中，願與海內外華商一起，借助大陸的發展大

遇。在新時期下，「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尤其是

勢，抓住台資企業轉型升級的契機，深化區域合作和國際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等區域合作的推進，為澳門提供

交流，融入區域協調發展，增進海內外華商交流與合作，

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藉此將加快經濟適度多元步伐，進一

互利共贏，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

步推進會展、中醫藥、特色金融等產業發展。

獻。

並致辭。

展望未來，包括世界華商在內的各地投資者，可利用
澳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中西文化交融、歸僑與僑

「澳門」已成為華商共同的「家」

眷眾多等特色，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相信，廣大華商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丁楷恩致謝辭時表示，大

有智慧和能力，加強交流與合作，促進優勢互補，為實現

數據的時代來臨，必將帶來無數的機遇，無論是個人、企

互利共贏獻計出力。

業，乃至整個世界，都將參與這場世紀性的革命。大數據
的運用範圍，產業方面，無論是第一產業：農礦業、第二

台資企業冀增進海內外華商交流合作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王屏生，代表出席
華商致辭時表示，華商高峰會是世界各地華商交流的高端

產業：製造業，或第三產業：服務業，都可能會有革命性
的變革。在區域經濟方面，更將大大縮小區域間的空間，
以及縮短時間的差距。
此外，相較於目

流智慧、凝集力量，

前世界三大灣區的紐

展現出海內外炎黃子

約、東京及三藩市，

孫的意志和願望，也

粵港澳大灣區的土地

展現出這個平台的非

面積及人口，都遠大

凡意義。

於其他灣區。經濟總

▲

平台，大家在這裡交

聯誼會會長王屏生，代表

▲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

出席華商致辭。

主席丁楷恩致謝辭。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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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GDP，雖然比紐約及東京略少，但幾年後，粵港澳大灣
區，必將相對領先。而且，也必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

青年華商論壇
成功者的典範，是最佳的學習楷模。大會特於10月19
日舉行「青年華商論壇」。除了邀請本屆當選之「世界傑

帶。
丁主席認為，全球華商每年聚首澳門，「澳門」在大

出青年華商」，以個案分享在不同產業的想法與作為，並

家心目中，已成為華商共同的「家」。「澳門」位於大灣

以「領導力的新型態與新挑戰」為題，邀請澳門大學工商

區的大門口，大灣區將是華商的大後院。因此，華商可以

管理學院院長蘇育洲教授及澳門科技大學系統工程研究所

從家門口往大後院去找商機，是多麼好的機會。

韓子天客座副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頒獎表揚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為表彰全球傑出青年華商企業家，奮發圖強的創業與
創新成功之事蹟及其熱心公益、造福人群之優良美德，
「2017世界傑出青年華商」選拔，於開幕典禮中進行頒
獎，本屆共有四位來自不同產業的優秀青年獲此殊榮。包
括電日成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東昇電磁兼容技術（深圳）
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佘桂福先生、影馳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
兼行政總裁林世強先生、世紀21 Culture Center 株式會社社
長楊官華先生以及雲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楚懋先
生。
▼14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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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青年華商得獎人與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先生（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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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華商論壇」會場一景。

主持人、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致辭時表示，中華民

「精準營銷」，客戶一看到產品廣告，就會想購買。第二

族的綜合國力、創新能力都達到歷史最高峰，中國有後發

個是車險反欺詐系統，車險反欺詐系統基於大數據，利用

優勢，能彎道超車。新中國四大發明（高鐵、移動支付、

機器學習高欺詐風險案例，製作模型精準識別，並快速挖

網購、共享單車），更是外國人在離開中國後懷念和稱讚

掘欺詐團夥；第三是香港賽馬會客戶行為分析與預測系

的。邱立本也期許，華商在中國巨大變化的當下，應該不

統，深入分析賽馬會十年來積累的五十億條客戶行為數

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自我學習能力，觀察全球和中華民

據，構建能夠精準預測客戶未來行為的大數據模型，有效

族的變化。成為一股異軍突起的能力，成為一股中華民族

提升賽馬會市場營銷活動的效率，迎合高增長客戶、挽留

以至全世界的創新能力。

流失客戶、催化新客
戶成長；第四是為電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智能的時代

信營運商挽留客戶。

澳門大學學術副校長倪明選博士則以「大數據的戰略
意義與商業價值」為題，發表大會主題演講。他表示，人
工智能最重要的就是機器擁有學習本領，以前做不到是因

量計算。「二十一世紀就是一個智能的時代」。
此外，他分享四個案例，說明大數據協助產業創造價
值。首先是阿里巴巴與天貓網等的推薦系統。企業想要

▲

為機器要在大量數據中去學習其中隱含的規律，又需要大
澳門大學學術副校長倪

明選博士以「大數據的戰
略意義與商業價值」為
題，發表大會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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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生活的風險」，勿被環境、輿論和小道消

「粵港澳大灣區」城

息影響

市群有利於充分發揮

大會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博士，以「生活的風

大灣區的獨特優勢。

險」發表專題演講。他指出，大眾對於風險的認知與自

以大灣區為龍頭、以

己所害怕的事情是有差距的。人們害怕恐怖攻擊，但美國

珠江─西江經濟帶為

一年槍擊案的死亡人數比恐攻要多得多。其他諸如交通事

腹地，可以帶動中

故、食安問題、空氣污染等的死亡人數也要比槍擊案多。

南、西南地區發展，

恐攻、槍擊、交通事故、食安問題、空氣污染都不是

輻射東南亞、南亞的

最危險的，如今世界上有七十五億人口，卻有二十五億

重要經濟支撐帶。

是生活在「吃的東西不熟、沒有火、沒有電燈、水也不乾
淨、沒有教育、沒有好的衛生健康」的環境，他們平均壽
命只有五十歲。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世界上最嚴重的

但是「粵港澳大
▲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楊道匡理事長以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研究綜述」
為題，說明全球大灣區已成為國際經濟

灣區」和其他灣區相
比，GDP和GNP都仍

疾病，包括愛滋病、SARS、禽流感等，都是出自這些地

競爭的重要載體。

方，因為他們生活環境不行，所以很多疾病都產生在這些

其在科技、教育、文化、高端人才聚集與公民素質等指標

地方，這些疾病在短時間內就散播到大家身邊。因此說

仍有待努力。此外，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法律和行政

「生活的風險」，不應該忽略這二十五億人，如果按今天

管理、不同的關稅區及口岸管理，制約著生產要素便捷流

普遍人均壽命八十歲

動、交通網絡、通訊網絡、跨界基建、產業協同、生態環

算，他們這損失的

保、文化教育、專業人才、居民生活、公共服務等方面的

三十年，要比前述的

差異和問題仍有待解決。

所有風險都多一百
倍。
郭位總結，處理
危機需要有層次，而

存在較大的差距，尤

楊教授並以珠海的整體發展目標「濱海與海洋海島旅
遊、商務休閒旅遊目的地」為例，建議澳門與珠江西岸城
市可以以特色旅遊業為突破口，合作建設「一河兩岸」綜
合旅遊區，以帶動大灣區的整體建設。

這些層次都是一般會
忽略的，「希望大家

新經濟中，新領導力需要有知識、數據與雲端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蘇育洲院長以「Leadership in

對風險都有一個清楚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博士，以「生

的概念，我們平時是

the New Economy and

活的風險」發表專題演講。

不是敲錯了門、開錯

Challenges」為題，

了鎖，解決了錯誤的問題」，大家不要被環境、輿論和小

於綜合論壇中發表專

道消息所影響。

題演講。他認為，在
傳統的觀念上，成功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將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

的工商領導者特質是

發展

▲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楊道匡理事長以「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規劃研究綜述」為題，說明全球大灣區經濟都在
迅速發展，已成為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載體。因此，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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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育洲院長以「Leadership
in the New Economy and

Challenges」為題，於綜合
論壇中發表專題演講。

好強、有遠見、能完善規劃並制訂策略、能鼓勵員工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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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中國──拉美國際博覽會」

團隊一起做好，公司才可以成功，同時好的領導者應具有

珠海橫琴新區管委會羅增慶副主任在綜合討論時介

良好的溝通技巧，最後能下好的決策(Make right decision)。

紹，將於11月9號到11號在珠海國際會展中心舉辦的「中

但在新的經濟裡最重要的是ABC，知識(Artificial

國－拉丁美洲國際博覽會」。

Intelligence)、數據(Big Data)及雲端(Cloud)，新一代的經濟

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面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綜合性

環境不一樣，新的領導力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每一天都要

國際展會，也是擴大中拉經貿合作的重要管道。本屆展

想改的更好，才能夠維持競爭力，將人才訓練，發揮最大

會的主題是「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共分為三個展

的價值。

區：（1）拉美特色展區，展出拉美特色產品、設置拉美

蘇教授以一個杯子裝物品為例，杯子象徵生活，裡頭

國家館、展示拉美特色形象及重點產業；（2）粵港澳大

裝的物品就好比家人、朋友、電腦遊戲、房子等，所以第

灣區展區，邀請廣東省、港澳地區重點企業和與拉美國

一個須明白什麼對自己最重要，蘇教授想要告訴年輕人，

家有經貿合作關

最重要的是朋友和家庭。

係的企業參展；
（3）中拉合作
展區，重點展示

人工智慧隨著大數據的蓬勃發展也站到風口上
人類的工作會被機器人搶走嗎？澳門科技大學系統工

廣東省以外與拉

程研究所韓子天客座副教授，從會場操作著由澳門自行研

美國家有經貿合

發的「天機一號」機器人，展開「綜合論壇」的議程。韓

作關係的重點企

教授認為：重複性、厭惡性、危險性、或人類不喜歡做的

業。
▲

工作，都可由機器人取代；譬如，加油站機器人、無人商

珠海市橫琴新區

店機器人、還有保安巡邏機器人等。而人類需要思考的

管委會副主任羅增

是，能否建立各行業標準化，並訓練機器人去做；並透過

慶作專題報告。

人工智慧轉化到有需求的地方，這就是我們的商機。
從決策支援系統、到工業機器人、再到服務業機器

倡議籌組「華商菁英會」及革新「華商高峰會」

人，人工智慧隨著大數據的蓬勃發展也站到了風口上。從

綜合論壇的討論提案環節，由執行主席丁楷恩主持，

語音辨識、視覺識別、到人臉識別，機器人能做的事也愈
來愈多、愈來愈好了！從AlphaGo、到機械狗、再到機械

共有兩個提案。
第一個提案，由國際經濟交流協會理事長周錦榮提

蜻蜓，現在通過群演算
法可以讓一群小機器人

▲

去執行一個大任務。

澳門科技大學系統工程研

究所韓子天客座副教授，展

▼

開「綜合論壇」的議程。
天機一號機器人，出席代

表對他們可愛的造型及智慧
的頭腦所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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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主辦機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張祖榮主席（左四）代表祝酒。

案，建議成立「世界華商菁英會」，促進青年華商的交流
合作，建立各類進修及培訓平台、增進青年創業機會。
第二個提案，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吳宗錦代
表常務主席團提案。建議自下屆世界華商高峰會起，接受
海內外各地主要華商社團，參與峰會組織工作，贊助大會

門多元化的會展平台走出去，並組團來澳門參展開會，開
拓國內外市場，共同探索新的商機，展望未來。
餐會席間，伴隨著由中華旗袍文化推廣協會暨中華旗
袍世界聯合會陳瑩理事長領軍的「旗袍之美」華麗表演，
為晚宴增添了美妙的歌聲及賞心悅目的旗袍秀。

餐宴，掛名擔任峰會共同召集人，藉以促進較深層的交流
互動。
上列兩項提案，皆獲得全體出席華商一致鼓掌通過。

▼中華旗袍文化推廣協會暨中華旗袍世界聯合會陳瑩理事長（右六）領
軍的「旗袍之美」華麗表演。

晚宴展現「旗袍之美」
大會晚宴主辦單位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張祖榮主席在
晚宴致辭表示，澳門透過成為葡語國家中小企業商貿服務
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以及中葡論壇與會國經貿
合作會展中心等「三個中心」，加快落實中國平台建設的
工作，為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到位的服務。此
外，澳門優先培育會展業、中醫藥文化、創業產業等特色
的金融業務，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澳門會展得到國家大力的支持，並具備世界級會展場
地，以及豐富的酒店娛樂配套。因此值得海外華商透過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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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World Summit of

第十四屆 Chinese Entrepreneurs
世界華商高峰會

▲第十四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會場一景。

世界華商高峰會重要的功能與成果
世界華商高峰會不僅是全球華商聚首澳門之年度盛會，更是華商交流合作、集思廣益共創商機的重要平台。
本屆峰會，不但出席華商彼此交流之間，達成了投資合作的項目之外，華商參與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的「商業配對」及「參觀洽談」，也都簽訂了具體的合作協議。其中，據秘書處所知的實例，大致如
下：哈薩克企業家，透過高峰會平台，將麵粉等食品類貨物，進口至香港、南非及東帝汶等國家；中國及香港企
業擬推廣中國強大的影視內容及旅遊市場；加拿大企業期望擴展會展業務及加強貿易與商務交流；台灣企業則強
力推廣台灣具優勢的農業、貿易、文創、彩妝、塑膠及雲端應用等技術。馬來西亞企業也運用高峰會平台之人脈
與資源，達成出口交易等商機。
另外，本屆峰會出席華商的建議提案，也達成了重要的決議。
一、籌組「世界華商精英會」促進青年華商交流合作，建立各類進 修及培訓平台、增進青年創業機會。
二、加強本峰會組織，接受海內外主要華商社團或經貿機構，參與峰會組織。
三、建立世界華商貿易網絡，增進海內外華商的投資貿易合作機會。
來自全球的華商，就是最大的世界資源庫，藉由認識、溝通、互動與共鳴，終將能把企業本身的觸角，伸向
世界的各個角落，獲得資訊回饋之同時，也能締造企業的商機。這就是「世界華商高峰會」的重要功能。
「世界華商高峰會」之主辦機構─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自2001年創立以來，本著 「結合華商力量，開創華
人新紀元」及「相容兩岸，廣納四海」的基本原則與精神理念，以及「凝聚情感、團結力量，促進合作、開拓商
機」等四大功能，積極推動全球各地華商組織及企業進行互動交流。多年來「世界華商高峰會」為推進世界華商
的互動和合作，搭建全球華商與各地政府間溝通的橋樑，致力於提升華人圈在世界的影響力和領導力。展望未
來，期望世界華商團結一心，攜手共創新局，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心獻力。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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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才
大搬風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嚴格管控發給外籍人士的工作簽證等措施，導致美國科技人才逐漸出
走；中日經濟發展出現逆轉，中國出得起更高薪資，意味著日本人才外流到中國已成無法阻擋的趨
勢。台灣、日本及南韓人才外流到中國已成為一股趨勢。
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17年世界

號」，顯示為弱勢項目；IMD示警，台灣人才外流，對外

人才報告」（IMD World Talent Report 2017）顯示，

籍技術人才又不具吸引力，將成台灣人才競爭力的隱憂。

根

在63個受評比國家與地區中，瑞士以滿分100奪下冠軍寶
座，丹麥則以89.36分緊追在後，比利時以83.8分，名列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科技人才出走

第3，一手包辦今年前3名，而奧地利（83.63分）及芬蘭

美國矽谷之所以成為世界科技重鎮，不僅在於美國人

（83.18分）皆比去年成長一名，奪下第4、5名。其餘6至

自身的創新能力，還有這些企業吸引國際人才的能力。但

10名依序為紐西蘭（83.63分）、挪威（82.41分）、德國

自從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任後，矽谷似乎開始出現人才

（79.87分）、瑞典（79.04分）及盧森堡（78.46分）。

流失現象。

此外，從亞太地區來看，香港排名第12、新加坡排

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新創中心MaRS，對當地新創公

名第13名，台灣奪下第23名位居亞洲地區第3，優於日本

司做了一項調查，調查發現62％的新創公司都表示，自特

（31）、韓國（39）及中國。

朗普上任後，來自美國的工作應徵者數量增加，並且呈雙
位數速率成長。例如，加拿大聊天機器人新創Zoom.ai表
示，從2017年2月起，來自美國的工作應徵者人數，就從

台灣人才競爭力的隱憂
IMD將人才報告指標分為「投資與發展人才」、「吸
引與留住人才」及「人才準備度」3大類，其中，在「吸

0％成長到33％，而這些人不僅單單擁有美國國籍，還是
美國的人才。

引與留住人才」類別中，台灣有很多細項指標近年節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就嚴格管控發給外籍人士的

敗退，淪落到「後段班」，報告分析表上特別註明「星

工作簽證，連前任總統歐巴馬通過的國際創業家規則，開
放外籍創業家免簽證進入美國，也被特朗普延遲生效。這

「2017年世界人才報告」部分排行榜
排名

國家或地區

排名

國家或地區

樣的政治氛圍，導致美國科技人才出走，同時，加拿大、
法國、中國等國家，則是積極歡迎這些離家的美國人才。

1

瑞士

12

香港

2

丹麥

13

新加坡

3

比利時

16

美國

4

奧地利

23

台灣

5

芬蘭

28

馬來西亞

6

紐西蘭

31

日本

7

挪威

39

韓國

8

德國

40

中國

9

瑞典

-

-

中國AI新貴的背後，人才缺口占據很大因素。2017年

盧森堡

-

-

人脈社群網站LinkedIn報告指出，中國雖有5萬AI人才，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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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AI人才夯 年薪上看150萬元人民幣
人才供不應求的狀況下，熱門領域人工智慧（AI）更
將中國行業薪酬推高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炙手可熱的AI專
業應屆生年薪已高達30至50萬元（人民幣）。高盛報告更
指稱，百度為AI人才給出近15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

中國AI人才概況

根據獵頭公司觀察，製造汽車電池以及開發單軌鐵路
技術的大陸比亞迪（BYD）在日本挖角，要把日本工程師

數量

逾5萬(世界第七)

缺口規模

逾500萬人

請到廣州去。除了開價年薪3,000萬日元以外，該公司還提

平均學歷

碩士以上學歷逾6成

供極具吸引力的住房津貼、專用司機以及翻譯人員等。

海外挖角來源地

逾4成來自美國

頂級企業給新程度

百度給約年薪22萬美元
(含分紅、權益)

中資企業對硬體技術感興趣，也看上日本企業的文
化。有中資公司在挖角過程中，連日企裡捧茶的美女職員

資料來源：LinkedIn、中國工信部、高盛

都挖走。因為日本公司裡遞茶送水的文化，就是一種貼心
美國卻是其17倍。工信部、騰訊產業研究院人員更指出，

服務，他們要引進用來接待尊貴顧客。這類挖角活動，甚

中國AI缺口屬於百萬級，估計規模逾500萬人。

至擴展到日本航空界，機艙服務員和日本高鐵列車裡的女
服務員都成了中資企業的挖角對象。

南韓電池業發出人才流失警報
繼在半導體和電子領域全面縮小與韓國的技術差距
後，中國又在未來產業電池領域迅猛趕超。
隨著中國準備「電池崛起」並進行大規模投資，南韓

日本人才外流到中國已成為一股趨勢。中日經濟發展
出現逆轉，中國出得起更高薪資，意味著日本人才外流到
中國已成無法阻擋的趨勢。預計未來10年，這種現象會變
得更為顯著。

高級人才正成為重點吸引對象。作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

日本專家說，從人口數量來看，日本市場很小，要生

中國計畫到2020年形成年銷售60萬輛的電動汽車市場。為

存就要懂得如何與中國構建一個有利雙方的生存模式。

掌握主導權，北京正採取各種政策強力扶持。

而旅日的大陸專家則認為，人才市場國際化是大勢所趨，

能否擁有優秀研發人員，是電池行業成敗關鍵。中國

現在日本外流的大多是技術人員，但隨著人工智慧時代到

企業為引進人才，不僅提供翻譯等便利條件，還給予特

來，沒有了語言障礙，外流的人才還將擴大。然而，這也

別優厚的待遇。最近比亞迪發布招聘南韓電池業人才的公

給日本企業敲響警鐘，因為它們若固步自封，無法與時並

告，除了基本年薪，還有績效工資、年底獎金、交通補

進，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所培養的人才流往外國

助、購車補助等。

去。 華

據南韓業內人士表示，最近中國的主要電池企業針對
SK innovation、韓國LG化學、三星SDI等大企業的研發和
工程人員進行大規模「挖角」。

▼中國在未來產業電池領域迅猛趕超，相關企業正以3到4倍的薪水招兵
買馬，若是從業10年以上的技術骨幹，年薪甚至可達4億至5億韓元。

中國相關企業正以3到4倍的薪水招兵買馬，若是從業
10年以上的技術骨幹，年薪甚至可達4億至5億韓元（約36
至46萬美元）。獵頭公司正為中國企業搜集相關人才信
息並進行私下接觸，南韓在職電池行業核心人員有30％至
40％是重點對象。

日本人才外流到中國已成趨勢
據日本《SPA》雜誌發表了題為「中國爆買日本人」
的報導，除了關注一些知名科技企業暗中挖角，還指中國
為了提高其服務業的素質，就連日本機構內倒茶的女職員
也高薪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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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科技巨頭
縱橫全球亦相互抗衡
2017年全球前10大價值品牌已由科技公司擔綱，前5名依序為谷歌、蘋果、微軟、亞馬遜、臉
書。中國互聯網企業巨頭BATJ（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京東JD）及華為等科
技企業也均進入「2017年度最受讚賞中國公司」前10名。可見當今科技公司當道，特別是中美兩國。
國品牌管理和品牌評估獨立顧問公司Brand Finance

英

全球投入研發經費最多的企業為亞馬遜（161億美元），

最新發布的「2017國家品牌指數」（Nation Brands

其次依序是Alphabet（Google母公司）的139億美元、英特

2017）排行榜，美國的品牌價值以21兆美元、領先全球

爾（127億美元） 、三星電子（127億美元）；此四家全

成為冠軍，但成長幅度只有2％，中國品牌則成長44％，

球投入研發經費最多的企業皆為科技業。而中國的阿里巴

第三名德國成長幅度只有4％，日本、英國位居第4、第5

巴排名第56，是BATJ（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騰

名，台灣則排在第20名。

訊Tencent、京東JD）四強中最佳，騰訊與百度，分列第
81與99。此外，全球創新專家票選出全球十大創新企業依

2017國家品牌指數，美中兩國分佔前二位
中國品牌價值高達10兆美元，為世界第2名，一年內
增值44％，超過3.1兆美元的超高速成長。報告特別提出

序為：Alphabet（Google母公司）、蘋果、亞馬遜、特斯
拉、微軟、三星電子、奇異、Facebook、IBM、阿里巴巴
（首次入榜）。

「品牌中國」的崛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時提
到，中國不該只是一個生產場所、應該建立自己的世界知

財星2017最受讚賞中國公司排行，科技企業已

名品牌，而5年後在舉行十九大之際，中國許多企業已在

成未來趨勢

全球500強中占一席之地。

財經雜誌《財星》（Fortune）發布「2017年度最受
讚賞中國公司」排行榜，在這份呈現企業軟實力的榜單

科技品牌佔據《全球百大最具價值品牌》排行頂峰

中，中國互聯網企業巨頭BATJ（百度Baidu、阿里巴巴

WPP與市調公司Kantar Millward Brown共同發佈《2017

Alibaba、騰訊Tencent、京東JD）均進入前10名，阿里巴巴

BrandZ全球百大最具價值品牌》（BrandZ Top 100 Most

更完成自2013年以來的5連霸，常年在榜單前3的百度則擺

Valuable Global Brands 2017）報告，2017年的全球前10大

脫去年陰霾，重返亞軍。BATJ連同排名第6的華為，5家科

價值品牌已由科技公司擔綱，前5名依序為谷歌、蘋果、

技公司占據榜單前列，顯示當前軟實力層面仍以技術力強

微軟、亞馬遜、臉書，由於這5大品牌擁有不可撼動的堅
實地位、挾帶著強勢且龐大的資源向競爭對手襲來，外
媒因此給他們一個聳動的名號——「恐怖五人組」（The
Fearsome Five）。

全球創新一千大企業．科技業投入研發經費最多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調查報告《2017全球創新一千
大企業調查》（2017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tudy）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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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球10大價值品牌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單位：億美元

品牌
品牌價值
GOOGLE
2455.81
APPLE
2346.71
微軟
1432.22
亞馬遜
1392.86
臉書
1298.00
AT&T
1151.12
VISA
1109.99
騰訊
1082.92
IBM
1020.88
麥當勞
977.23
資料來源：WPP與Kantar Millward Brown

最有價值國家品牌前20強
Nation Brand
Value 2017
(USDbn)

Change
(%)

Nation Brand
Nation Brand Nation Brand
Strength 2016
Strength
Value 2016
(Rating)
2017 (Rating)
(USDbn)

Rank
2017

Rank
2016

1→

1

美國 United States

21,055

2%

20,574

2→

2

中國 China

10,209

44%

3→

3

德國 Germany

4,021

4→

4

日本 Japan

5→

5

6→

Nation

AAA-

AAA

7,087

AA

AA

4%

3,882

AAA-

AAA-

3,439

15%

3,002

AAA-

AAA

英國 United Kingdom

3,129

6%

2,942

AAA

AAA

6

法國 France

2,969

27%

2,339

AA+

AA+

7↑

8

加拿大 Canada

2,056

14%

1,810

AAA-

AAA-

8↓

7

印度 India

2,046

-1%

2,066

AA

AA-

9→

9

義大利 Italy

2,034

34%

1,521

A+

AA-

10↑

11

韓國 South Korea

1,845

43%

1,289

AA

AA

11↓

10

澳大利亞 Australia

1,505

15%

1,305

AAA-

AAA-

12↑

14

西班牙 Spain

1,410

46%

966

AA

AA

13↑

15

墨西哥 Mexico

1,049

15%

915

A+

A+

14↓

13

瑞士 Switzerland

1,014

2%

998

AAA

AAA

15↓

12

荷蘭 Netherlands

1,005

-10%

1,121

AAA

AAA

16↑

19

印尼 Indonesia

845

34%

630

AA-

AA-

17↑

18

俄羅斯 Russia

832

13%

736

A+

A+

18↓

16

巴西 Brazil

798

-3%

820

A

A

19↓

17

瑞典 Sweden

703

-5%

742

AAA

AAA-

20↑

28

臺灣 Taiwan

625

33%

469

AA+

AA+

資料來源：Brand Finance
財星「2017最受讚賞的中國公司」排行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公  司
阿里巴巴
百度
海爾
京東
比亞迪
華為
福耀玻璃
大連萬達
騰訊
長城汽車

資料來源：財星

類  別
互聯網／互聯網服務
互聯網／互聯網服務
電子、電器、電氣設備
互聯網／互聯網服務
車輛及零組件
電信、通訊和通訊設備
車輛及零組件
房地產開發
互聯網／互聯網服務
車輛及零組件

的科技公司當道。財星評論稱，中國企業正以科技公司為
首，在全球穿越行業、地區、文化等要素隔閡，互聯網＋
家電汽車、AI＋金融等網路智慧化模式成為未來趨勢。

中國BAT市值飆．騰訊市值 稱冠亞洲
2017年以來，海外上市中概股BAT（百度、阿里、騰
訊）漲勢驚人，2017年以來漲幅在50％至130％之間（百
度50％，阿里117％，騰訊127％）。3家中國公司市值
2017年合計共增加約5900億美元，其中騰訊增3000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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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但中國BAT在創新的努力上，不斷推陳出新，才能讓

全球上市企業市值前6名概況
企業

市值（億美元）

業績迭創新紀錄。從BAT的市值成長軌跡可以看出，沒有

蘋果

8,727.30

創新，無法贏得投資人的認同。

谷歌母公司

6,991.79

微軟

6,366.85

亞馬遜

5,427.38

騰訊（港股）

5,228.02

全球科技業多時，如今新的競爭者正從亞洲崛起，中國的

Facebook

5,193.80

BATX（百度、阿里、騰訊、小米），不僅引領市場，同

美國科技界四大巨頭GAFA--谷歌（Google）、亞馬遜
（Amazon）、臉書（Facebook）與蘋果（Apple），縱橫

註：以2017年11月21日收盤計價

時也在創造市場、顛覆市場，並逐步主導一個全新且具有

元，阿里增2600億美元，百度增300億美元，這比美國電

中國特色的商業生態。
面對中國BATX的崛起，主導全球科技界的GAFA也謹

商巨擘亞馬遜近5500億美元市值還高。
港股「股王」騰訊控股，在利多題材加持下，市場多

慎應付，GAFA正面對BATX的競爭威脅，BATX無論在搜

頭持續追捧，還曾一度收盤價在420港元，創歷史新高，

尋引擎、人工智慧、網路購物、社群網站與手機等領域，

市值超過5,100億美元，在亞洲市場中排名第1位，在全球

都具有足以抗衡GAFA的實力。
BATX所代表的不僅是中國科技界的四大龍頭，背後

股市居第6名，緊追第5名的Facebook。
華爾街資深IPO諮詢師、Class V集團創始合夥人Lise

更是涉及四個重要商業生態，隨著它們的觸角已延伸至不

Buyer表示，今年資本市場有兩大投資亮點，科技概念跑

同的產業，涵蓋面更跨足到從當地的所有生態服務、數

贏市場，全球化概念跑贏市場，而中概股同時具備這兩方

位醫療，甚至網路金融、智慧硬體，BATX均有涉獵。百

面的優勢。這部分受益於中國經濟的增長。騰訊和阿里巴

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幾乎已經滲透到中國消費者生活的

巴已經成為幾乎所有大型科技基金持有的重要資產配置。

各個層面，而小米生態圈層出不窮的各類產品，一次次跨
越傳統的行業邊界，顛覆市場的原有格局。BATX洗刷過
去常被全球詬病的山寨汙名，並在創新領域已不輸歐美先

美國FANG四強，股價亦高漲
今年美國新科技四強（FANG），臉書

進國家的企業。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韋薇與馬克•格瑞芬細數

（Facebook）、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ex）及谷
歌（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股

2017全球十大創新企業與投入研發經費最多的十家企業

價漲幅都介於20％至50％之間，

研發經費
（US$ Bn）
13.9
10.0
16.1

研發費用
佔總營收比率
15.5％
4.7％
11.8％

Tesla, Inc.

0.8

11.9％

Microsoft Corporation

12.0

14.1％

12.7

7.6％

4.8

而這四家公司都積極投資人工智

Rank

慧及機器人，令外界更加看好相

1
2
3

Alphabet Inc.
Apple Inc.
Amazon.com, Inc.

4
5

關概念股後市。

亞洲崛起，中國BATX抗衡
美國GAFA

6

近年來，中美網路科技業一
直被拿出做比較，不管是比營收
或是比市值，中國網路科技業的
確展現出強勁的成長力道，固然
背後擁有龐大的人口紅利為基

7
8
9
10

全球十大創新企業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Facebook, Inc.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投入研發經費
最多的十家企業
Amazon.com, Inc.
Alphabet Inc.
Intel Corporation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Volkswagen
Aktiengesellschaft

研發經費
研發費用
（US$ Bn） 佔總營收比率
16.1
11.8％
13.9
15.5％
12.7
21.5％
12.7

7.6％

12.1

5.3％

Microsoft Corporation

12.0

14.1％

4.0％

Roche Holding AG

11.4

21.9％

5.8

7.2％

Merck & Co., Inc.

10.1

25.4％

5.9

21.4％

Apple Inc.

10.0

4.7％

2.5

10.8％

Novartis AG

9.6

19.4％

資料來源：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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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X成功的經驗，BATX不僅改進了搜索演算法、通訊

度環境。對於所謂「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這是國務

工具等自家的核心技術，也在大數據、人工智慧、社群媒

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中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

體、在線安全、行動支付等核心技術以外的領域做了許多

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採取相應管理措施的

創新：阿里巴巴和騰訊無論是在行動支付及通信技術上，

一系列制度。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包括「禁止准入類」和

還是後台大數據及雲端方面，都是世界領先的；百度在人

「限制准入類」，適用於各類市場主體基於自願的初始投

工智慧的投入，不輸谷歌，百度的無人駕駛汽車將在2019

資、擴大投資、併購投資等投資經營行為及其他市場進入

年出品全球第一輛無人駕駛商用車，發展速度甚至超過特

行為。

斯拉；雖然蘋果手機現階段仍獨霸全球，但小米建立的大

由國務院統一制定發布的負面清單，也將使中國從

規模智慧家居網絡，隨時連接消費者家中超過3億部種類

「分割市場」轉變為「統一市場」。未來無論是國企還是

繁多的智慧家居設備，任何家電巨頭都難以望其項背。

民企、內資還是外資、規模大小，在中國均可享有「權利
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同等市場准入條件。通過

BAT與GAFA同樣面臨政治上的牽引

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將有利於激發各類市場主體

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由於廣泛收集數據而遭遇隱私問

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這將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

題。Facebook和谷歌都因其在美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受

中的決定性作用提供更大空間，為培育華為、阿里、騰訊

到密切關注。BAT同樣面臨政治阻力，某種程度是因為其

等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一流企業提供良好制度環境。

對政府構成的潛在威脅，包括微信聊天室中可能被政府視
為不受歡迎的內容，以及百度搜索引擎中或許被視為不

中國已成全球數位技術領頭羊

宜出現的結果。如8月份中國互聯網監管機構以包含違禁

今年在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蘋果、谷歌等CEO都

內容為由對百度、騰訊和微博（Weibo）處以罰款，該監

親自出席，可見世界巨頭們不敢小覷中國市場與發展，麥

管機構稱這些內容對公共安全及社會秩序構成威脅。7月

肯錫全球研究院報告「中國行業數位化指數」也提到，中

份，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指責令玩家沉迷的遊戲

國已成全球數位技術領頭羊，零售電商交易額在全球更占

《王者榮耀》（Honor of Kings）對中國青少年有害。微博

超過40％，比法、德、日、英、美五國加起來還多，預計

是一家類似於Twitter且由阿里巴巴部分持股的公司。

未來也會「出口」中國製造的數位商業模式。

2016年一名大學生在按照從百度搜索引擎上找到的癌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認為，中國巨大的數位化潛力歸功

症療法進行治療後死亡，監管機構紛紛對百度大加指責。

於三個因素：中國市場體量龐大、網民數量可觀且較為年

百度的廣告收入隨後大幅下降。中國金融監管部門也嘗試

輕，這為數位化商業模式的迅速市場化創造了條件。

控制阿里巴巴旗下餘額寶貨幣市場基金的發展。

中國的數位化與歐美相比，中國面向消費者的行業
（如零售業、娛樂業）的數位化程度明顯高於歐盟和美

為培育科技巨頭，中國2018年全面實施市場准

國。零售業在中國的數位化程度排第5位，而在美國和歐

入負面清單制度

盟只能排到第15位和第14位。娛樂業在中國是第4位，但

但中國也需要這些科技巨頭以支撐國家之國力。因

是在美國和歐盟分別是第16位和第19位。

此中共19大報告提出將「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

中國互聯網用戶的移動支付普及率從2013年的25％躍

度」，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指出，2018年起，中國將

升至2016年的68％。2016年，中國與個人消費相關的移動

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這將為發揮

支付交易額高達79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11倍；全世界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供更大空間，為培育華

262家獨角獸（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私營初創企業）中有

為、阿里、騰訊等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一流企業提供良好制

1/3是中國企業，總共占全球獨角獸總估值的 43％。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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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時代

虛實整合成趨勢

坐擁最大營收的亞馬遜與毛利率最高的阿里巴巴，雖然都身為全球電商巨頭，卻以不同的策
略，在市場上各自享有現在的地位，也不約而同地走向虛實整合的目標，將線上購物交易數據，與
線下互動體驗數據結合形成「消費者全體驗」的新零售時代。
國電商阿里巴巴集團的2017天貓「光棍節」（雙

8.7％。可見電商發展了超過20年，人們對實體店面依舊

11）購物狂歡成交額創下歷史新高，達到單日1,682

情有獨鍾。但美國有線電視財經新聞網（CNN Money）報

億元人民幣（253億美元）的紀錄。而零售分析機構Adobe

導，2017年全美零售業進入寒冬期，對實體店面臨「生死

Analytics分析，2017年感恩節加上「黑色星期五」共在美

戰」，2017年已有超過6000間實體店面關閉，還有上百家

國創下網購零售額79億美元的新紀錄，年增達到17.9％。

零售業者破產，許多知名大廠皆受波及，像是百年老店梅

中

西百貨（Macy's）在2016年關閉一百多家後，2017年年初

實體店面臨生死戰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的報告指出，2016年全球
零售市場規模約22兆美元，但是來自電商的產值卻只占

又宣布會再關閉68家分店；服裝品牌American Apparel和
Abercrombie & Fitch分別關閉110家和60家。很多人將這般
慘狀，都把矛頭指向電子商務的興起。

▼舊零售指的是人們想要購物，必須前去到某個地址或網址，形成「人到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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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是中國電商霸主，亞馬遜則傲視歐美

舊零售指的是人們想要購物，必須前去到某個地址或

根據市場策略調查公司 Euromonitor 2016年的資料指

網址，形成「人到商店」，而新零售談的不只是電子商

出，中國電商市場由阿里巴巴以 47％ 的佔額稱霸，京東

務，更進一步把和顧客接觸的通路，擴展到實體門市、官

20％ 排名第二。但在中國以外的電商戰場，就是亞馬遜的

方網站、手機、社群網站等。並結合大數據分析消費行

天下了。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 提供的 2016 年數

為、摸清顧客樣貌，提供消費者更便捷的購物體驗。

據中指出，亞馬遜在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和英國都佔
據了電商龍頭的首位。

舉例，在舊零售時代，要買個禮物送人，得自己找店
家購買；但在新零售時代裡，可以在手機上搜尋想買的

巴隆周刊（Barron's）亞股觀察網站也報導，電子商

東西之外，還能知道離自己最近店面在哪裡；即便在實體

務巨人——亞馬遜（Amazon.com）擁有14個分屬不同國別

店面裡，也能透過掃描QR Code完成購物。未來還可能是

的線上零售網站，在國際網購市場遙遙領先阿里巴巴，但

只要吩咐數位助理要買禮物送人，助理就會分析對方臉書

阿里巴巴在中國市場呈爆炸性成長後，同時也放眼海外市

上的貼文，找出他喜歡什麼、需要什麼。接著，還會幫忙

場。

完成不同商店的比價，只要確認交易，商品就會送到消費

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比較這兩家公

端。

司發現，兩者的共同點是以銷售其他商家的貨品為主，
但商業模式有一些差別。亞馬遜既經營自家網路銷售業

阿里巴巴2017年定位為「新零售元年」

務，也協助第三方零售業者銷售產品；阿里巴巴則以自

以經營電商平台聞名的阿里巴巴將2017年定位為「新

家線上市集作為唯一的零售通路，但旗下兩大主要品牌

零售元年」，先後與銀泰、蘇寧、三江、百聯等傳統零

的焦點不同，「淘寶」是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to-

售業達成全面戰略合作，又推出新型超市「盒馬鮮生」。

consumer，簡稱C2C）銷售平台，「天貓」則是企業對消

2017年底，阿里巴巴成為高鑫零售第二大股東，意味著以

費者（business-to-consumer，簡稱B2C）平台。阿里巴巴也

大潤發、歐尚為代表的中國最大商超賣場集團將加入由阿

可從賣家處取得豐富的消費者資料，但卻不會直接與他們

里巴巴推動的新零售革命，也顯示線上線下整合的新零售

競爭，而且讓B2C服務能利用這些資料。

（OMO）正在成為趨勢。此次三方結盟，高鑫和歐尚希
望借力阿里巴巴在互聯網的新技術，為中國消費者提供線

新零售時代正崛起
2016年10月中，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在公開演說時表

上線下一體化的體驗。91APP董事長何英圻更大膽預估，2
至3年內，新零售占比就會成長到50％以上。

示，「電子商務」這個名詞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零

目前全球電商營收占30％，實體通路仍高居70％，阿

售」崛起，也就是線上線下的物流結合，誕生一種新的零

里巴巴雖已是全球最大的電商龍頭，但對實體通路經營的

售模式；線下企業也好，線上企業也好，都必須朝向O2O

Knowhow非專業，因此透過購買法國歐尚股權，掌握實體

（Online to Offline）發展。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與現代智

零售通路的訣竅，有助於阿里巴巴邁向全球零售霸業，發

慧物流相結合。物流的本質不在是比誰做的更快，而是讓

揮截長補短的優勢。

物流管理的更好，讓企業的庫存降到0。

阿里巴巴集團執行長張勇說，這此次戰略合作的

新零售究竟是什麼？阿里研究院在2017年3月提出的

達成，「意味著零售業將實現以條形碼掃描為代表的IT

《C時代新零售—阿里研究院新零售研究報告》中指出新

（Information Technology）時代，向以大數據和線上線下

零售的定義：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透過數據為驅動力的

融合為代表的DT（Data Technology）時代躍遷，這在全球

泛零售形態。以跨越虛實銷售，結合人工智慧，提供消費

商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者個人化服務。

從阿里巴巴近來不斷地攻城略地、線上線下的虛實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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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的Prime將會有6500萬人，未來他們可以透過亞馬遜以及WFM，買到新鮮、健康的有機食品。

合，一路併購餐廳、保險、實體賣場，及無人販賣機等，

成了亞馬遜成立以來最大宗的購併案。亞馬遜併WFM是

意味馬雲2017年宣告的新零售變革已成定局。

「天作之合」。科技、物流與實體店結合，健康食品會
變得更平價，因為到2025年，全球有機食品規模將會達到
3205億美元；亞馬遜的Prime將會有6500萬人，未來他們可

亞馬遜結合科技、物流與實體店
美國電商巨擘Amazon（亞馬
遜）也從線上（Online）走到線下
（Offline）擴展事業體。亞馬遜首創
虛擬交易的霸業，近來更是轉型發展
三家實體書店「Amazon Books」，
以及開設革命性實體便利商店
「Amazon Go」，光以亞馬遜近年營
業表現，可以發現亞馬遜的規模已從
2015全球零售第十名，大步地躍升至
2016年的第七名，虛實整合的結果有
助全球零售規模的快速成長。
2017年，亞馬遜豪擲137億美
元，收購美國最大型有機食品超市
集團Whole Foods Market（W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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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整合正逐漸成為趨勢，透過虛實整合將線上購物交易數據，與線下互動體驗數據結合形成
「全體驗」。

以透過亞馬遜以及WFM，買到新鮮、健康的有機食品。
彭博指出，根據亞馬遜的內部文件，亞馬遜計畫未來要在

全球兩大電商亞馬遜與阿里巴巴的比較

全美開設至少兩千家新形態的實體零售店。
現在全美零售業者加起來，市值還比不上一家亞馬
遜，這次亞馬遜併入WFM，與馬雲O2O的新零售觀念正
契合。此外，在亞馬遜併入WFM之前，亞馬遜向美國專
利局申請了一項「實體店網上購物管制」（Physical Store
Online Shopping Control）技術專利，將來進入賣場的顧客
會得到Wi-Fi無線上網，而店內可透過Wi-Fi監看顧客手機
上網實況，一旦發現客人上網搜尋特定網址或關鍵字，系
統就會作出反應。

無人商店潮流下，自我提升為王道
繼2016年12月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宣布推出無人商店
「Amazon Go」。2017年7月，中國電商龍頭阿里巴巴也推
出第一家無人概念店「淘咖啡」。中、美兩大電商巨頭同
步布局無人商店，看準的就是線下零售店龐大的市場。
美國亞馬遜（Amazon）目前已有超過15,000台物流機
器人上線運作，大幅避免美國昂貴人工成本及繁瑣勞動規
範下的管理，未來更積極打造無人機、無人航母物流等全
方位的無人物流霸業。而即便人工較低廉的阿里巴巴，同
樣也引進無人倉儲以面對龐大消費洪流的物流處理。不可
諱言，零售端的無人營運模式，儼然已是一種趨勢。
阿里巴巴和亞馬遜兩大電商巨頭的戰爭，從線上打到
線下，現階段難以斷言誰在「無人商店」大戰勝出，但可
確定的是，他們的每個動態都將牽動全球的零售業者的心
臟。

虛實整合形成消費者全體驗
從Amazon購併有機量販店Whole Foods Market和阿里
巴巴收購高鑫股權來看，虛實整合正逐漸成為趨勢，透
過虛實整合將線上購物交易數據，與線下互動體驗數據結
合形成「全體驗」。今後零售業的戰場不再是網購與實體
通路之爭，而是新與舊的對決。未來沒有電商撐腰的實體
店，或缺乏實體店配合的購物網，恐怕會淪為曇花一現。
華

資料來源： Ecommerce-Platforms.com

第三十六期∣2018∣華商世界

45

Variety

世界萬象

比爾蓋茲注資一億美元
對抗阿茲海默症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將以私人經費5,000萬美元，捐給英國腦部疾病醫學研究機構
「失智症研究基金」（Dementia Discovery Fund），並對專門研究阿茲海默症療法的新創公司投資
5,000萬美元，希望全球早日研發出有效療法。
茲海默症國際組織（Alzheimer's Disease

阿

International）估計，全球約有將近4700萬的民眾罹

患阿茲海默症，這項疾病的症狀包括記憶喪失、認知功能

持續惡化的健康危機 A Growing Health Crisis
The projected number of people with dementia,millions
High-income countries

Low-& middle-income countries

140

失調等。到目前為止，科學界與醫學界仍都無法為阿茲海
120

默症提供治癒良方。預計2050年前人數將突破1.3億人。
光是在美國國內，阿茲海默症便在死亡排行榜上名列
第六名常見致死原因。平均算來，每隔66秒鐘，美國國內
便有一人會被診斷證實患有阿茲海默症。統計顯示，約有
500萬美國民眾是阿茲海默症患者，去年美國人為阿茲海
默症及其他失智症患者付出的照護成本高達2,360億美元。
在沒有治療之道的情況下，根據估計，到了2050年時，全
美阿茲海默症患者人數，將爆增到1600萬民眾，累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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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Alzheimer’s Disease Intemational-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醫療花費將攀升至1兆美元。
長期以來致力慈善的比爾蓋茲，透過他與妻子成立

研究人員五大目標

的「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蓋茲也提出，他在此次投資中希望研究人員能達成五

Foundation），過去幾年來分別針對愛滋病毒（HIV）、瘧

大目標。首先對於老年癡呆症如何在大腦中展開的生物學

疾、小兒麻痺症捐款贊助醫學經費。這次對於阿茲海默症

的理解有所提高，早期檢測和診斷疾病的方法、開發可以

解藥研究的贊助，則是比爾蓋茲第一次對於非傳染疾病的

減緩或預防疾病的藥物、以更快更簡單的方法招收病人進

捐款。

行臨床試驗，並找到研究數據和風險因素的更好方法。
蓋茲注資的失智症探索基金是英國政府在2015年號召

冀研究人員10 年內找到解藥
蓋茲坦言自家親戚當中已有人罹患阿茲海默症。他表
示，希望透過自己的這筆私人捐款，讓研究人員找到更新

嬌生、葛蘭素史克（GSK）、輝瑞（Pfizer）、強生、禮
來、及Biogen Idec等7家國際藥廠所組成，至今已在失智症
領域投資至少9家新創生物醫藥企業公司。

穎的創意，例如深入探究啟動腦部免疫系統的神經膠質細

蓋茲表示除了投入失智症發現基金的5,000萬美元之

胞（glial cells）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以及細胞的能量有限

外，另外5,000萬美元將投資非主流療法的研發活動。此

效期是否與導致阿茲海默症有著任何關聯。比爾蓋茲花 1

外，蓋茲還打算提供一筆獎助金，鼓勵業界打造全球失智

億美元投資阿茲海默研究，給研究人員目標：10 年內找到

症資料平臺，讓未來該領域的研究團隊能共用研究數據，

解藥！

以期早日找到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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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症2017年的事實與數據

「2017年阿茲海默症的事實與數據」報告主要重點

美國阿茲海默症協會（Alzheimer's Association）每年

1

都會發佈與阿茲海默症有關的數據，以提醒政府與民眾對

2

這疾病的認識，注意這疾病對家庭、社會、國家整體的影

3

全美有超過550萬是阿茲海默氏症患者，其中20萬是早
發性阿茲海默症患者
每十位中，有一位老人是阿茲海默氏症或相關疾病患者

4

在美國每66秒就出現一位阿茲海默氏症患者

5

約有2/3的阿茲海默症患者是女性

響。
依據「2017年阿茲海默症的事實與數據」（2017
Alzheimer's Disease Facts and Figures）報告顯示，與前一年
所公佈的事實與數據相較，美國阿茲海默症的罹病人數增
加10萬人，預估2017年與失智症照護有關費用支出與2016
年相較將增加230億美金，家庭照護者人數未變，但提供
無償服務時數增加1億個小時數。

四大項目顯示危機的存在
此份報告區分為四大項目，包含盛行率、死亡率、照

阿茲海默症是美國第六大死亡原因

非裔美人及拉丁裔美人在阿茲海默氏症或相關疾病的罹
病人數比白人為多
2017年，預估全美在阿茲海默氏症與相關疾病支出超過
2,590億美元
2016年，美國有1,590萬家庭照護者

6
7
8
9
10

家庭照護者提供182億個小時的無報酬照護，相當於
2,301億美元的經濟價值
有1/4的照護者是屬於「三明治世代」

資料來源：美國阿茲海默症協會

估計是價值$2,301億美金的經濟價值。平均來看，有1/4的
照護者是屬於「三明治世代」，是要照護年長的父母，又

護者，以及對國家所造成的負擔。

要照顧18歲以下的子女。

．盛行率——在美國每66秒出現一位阿茲海默症患者

．國家的負擔——預估有$2,590億美金支付給罹患阿茲海

在2016年全美在不同年齡上，已有550萬阿茲海默症

默氏症相關費用

患者。全美平均每十位65歲以上老人，有一位是阿茲海默

在2017年，預估有$2,590億美金支付給罹患阿茲海默

症患者，盛行率為10％。大約有2/3的阿茲海默症患者是女

氏症和其他失智症患者的醫療、長期照護和臨終關懷上

性。今天，在美國每66秒出現一位阿茲海默症患者，到了

的費用，預計其中的67％、將有$1,750億美金是由政府

本世紀中，2050年，美國將會是每33秒出現一位阿茲海默

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及低收入的醫療補助計劃

症患者。

（Medicaid）來支付。其他還有約560億的相關支出。
花費在失智症的健康照

．死亡率——阿茲海默症是美國第六位死亡原因
阿茲海默症是美國第六位死亡原因，對於65及65歲以

護費用會持續的增加。預
估到2050年，這費用

上的老人，則是造成失能與影響健康的第五位原因。阿茲

將成長到超過$1.1兆

海默症已逐漸成為美國高齡者常見的死亡原因，也是美國

美元（以2017年物

前十大死亡原因中，是唯一無法預防、治癒、甚至減緩病

價）。這巨大數字的

程的發展的疾病。從2000到2014年，因阿茲海默症造成死

上升包括政府因聯邦

亡的人數增加了89％，美國十大死亡原因中的第一位。

醫療保險（Medicare）
及低收入的醫療補助計劃

．照 護者——家庭照護者提供182億個小時的無報酬照
護，相當於2,301億美元的經濟價值
2016年，有1,590萬家庭照護者提供182億個小時的無

（Medicaid）增加四倍的
支出，相關費用支出
也是增加近四倍。 華

報酬照護給阿茲海默氏症和其他失智症患者。這照顧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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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海上藝術殿堂
阿布達比羅浮宮
阿布達比羅浮宮（Louvre Abu Dhabi）座落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或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阿聯
酋））首都阿布達比沿岸外海的沙迪雅島（Saadiyat Island），是座海上博物館。2017年11月正式
對外開放，吸引數以千計來自世界各地訪客，博物館也標誌著這個海灣國度在全球舞台上的野心。
國巴黎名聞遐邇的羅浮宮（Louvre）首度跨出海

法

究中心。博物館主要聚焦世界歷史和宗教，展品包括6世

外。座落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羅浮宮

紀的《可蘭經》、中古時代聖經和葉門妥拉經卷（Torah）

（Louvre Abu Dhabi），已正式對外開幕。這座可說是海

也都在此亮相。阿布達比羅浮宮從阿聯的藝術收藏品中挑

上博物館的阿布達比羅浮宮，位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

選250多件展出，包括法國畫家馬奈（Édouard Manet）、

阿布達比沿岸外海的沙迪雅島（Saadiyat Island），斥資超

荷蘭抽象藝術畫家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和

過10億歐元、費時10年打造。阿聯酋政府表示，這是阿聯

土耳其畫家貝伊（Osman Hamdi Bey）的作品。

酋第一座此類型的島上博物館；法國前文化部長賈克朗

此外，法國13大博物館今後10年將自行決定出借

（Jack Lang）更樂觀預測，阿布達比羅浮宮「會比巴黎羅

展覽作品給阿聯，每件作品借展期限最多2年。目前

浮宮更廣為人知」。

已借展約300件作品，包括荷蘭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1887年的自畫像和義大利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

羅浮宮30年冠名費用達4億歐元
這座位在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沿岸外海沙迪雅島
（Saadiyat Island）的「海上博物館城市」，是巴黎羅浮宮

（Leonardo da Vinci）的「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La belle
Ferroniere）。並有5％是當代藝術品，中國藝術家艾未未
的作品也在其中。

新分館，占地24,000平方公尺，為鋼構建築，館內擁有23

阿布達比羅浮宮是在法國和阿布達比政府2007年時簽

個畫廊和展覽空間，以及一個兒童博物館、一個禮堂和研

訂的合作協定下建立的，目的是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

▼座落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羅浮宮（Louvre Abu Dhabi），已正式對外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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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兩國在簽訂此合作計畫時，單是羅浮宮的30年的冠名
費用就達4億歐元，也在法國引起爭議，被批評不該販售
羅浮宮之名給阿拉伯國家。

波斯灣國家之間在競爭軟實力領導地位
阿拉伯半島扮演著歐亞非文明交匯點的重要角色。位
於半島北部的阿布達比不僅是阿聯七個酋長國中最大的一
個，也是國家的首都。近年來，因石油經濟，世界精英和

靈感來自阿拉伯老城麥地那

新興國家中產階級對這個沙漠小國趨之若鶩，阿布達比也
再一次成為各國文化交融和碰撞之所。

阿布達比羅浮宮由法國建築師努維爾（Jean Nouvel）

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建立，其構想源自阿聯酋政府為在

負責設計，他不僅是普利茲克獎（Pritzker）得獎者，更

石油工業以外，發展包括文化、教育、旅遊在內的其他行

是法國一系列知名文化建築的操刀者，從卡地亞基金會大

業。期望藉助法國的經驗，建立阿拉伯世界第一座包羅萬

樓，到聞名世界的阿拉伯世界中心，再到塞納河畔的叢林

象的綜合性博物館，

世界般的凱布朗利博物館。

阿布達比羅浮宮開幕，也成阿聯酋與卡達（Qatar）在

阿布達比羅浮宮的靈感來自阿拉伯老城麥地那

軟實力上較勁的最新舞台。文化、傳媒和體育，已成兩國

（Medina）。現代化的造型十分顯眼，銀色穹頂佈滿具有

建立品牌、追求全球認同的戰場。倫敦國王學院助理教授

阿拉伯特色的鏤空幾何圖形結構，看似漂浮在這些白色藝

克里格（Andreas Krieg）說：「波斯灣國家之間肯定在競

廊上方，努維爾將流瀉而下的光影形容為「光雨」。

爭軟實力領導地位。」

每道光束落地前，都需經過8層幾何形鏤雕穹頂，總

卡達2010年奪得2022世界盃主辦權，獲得全球注目，

共有7,850個獨特的幾何形狀，在陽光落地前經過層層篩

但杜拜2013年亦獲202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權。2011年卡達

落，創造出不斷變化的光影。Jean Nouvel表示，這些「光

買下法甲頂尖球隊巴黎聖日耳門，杜拜的阿聯酋航空則是

雨」意在讓人想起天氣的突變，就像天冷時突然變暖，天

英超球隊阿森納（Arsenal或稱兵工廠）和西班牙皇家馬

熱時突然襲來的冷鋒，不斷變化的光影猶如陽光灑落棕櫚

德里的主要贊助商，阿聯酋2017年4月宣布成立「阿聯酋

樹或阿拉伯傳統市場屋頂形成的影子。

軟實力委員會」（the UAE Soft Power Council），並於9月

這獨特的思路與阿布達比羅浮宮本身有關。為了蓋

阿聯酋政府年度會議上，推出了阿聯酋軟實力戰略（The

它，先要在海上興建人工島；人們要造訪博物館，得先乘

UAE Soft Power Strategy），旨在提升阿聯酋在地位和國際

坐小船，再從岸邊走過去，參觀者在這樣的路程中逐步興

上的聲譽，鞏固阿聯酋作為經濟、文化和人道主義領軍者

起期待感；加上，這是巴黎羅浮宮首次走出法國，種種因

的地位。 華

素都讓這座「羅浮宮」變得很特別。Jean Nouvel也希望，

▼現代化的造型十分顯眼，銀色穹頂佈滿具有阿拉伯特色的鏤空幾何圖

「阿布達比」的羅浮宮可以不透過直白的設計、在地的習

形結構。

俗或符號來表達自身的歷史、地理與文化，而是透過結合
了光影、反射與寧靜氛圍的場地，突顯出那些難得的邂逅
所造成的迷人效果。
石油富國阿聯酋近年雄心勃勃發展軟實力，數年間建
立屬於自己的永久藝術收藏品。阿布達比羅浮宮是沙迪雅
島三座博物館當中最先亮相的一座，蓋瑞（Frank Gehry）
設計的阿布達比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Abu Dhabi）
及佛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的扎耶德國家博物館
（Zayed National Museum）也將陸續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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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海洋資源
墨西哥設立北美最大海洋保留區
墨西哥總統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近日簽署法令，宣布在太平洋地區雷維利亞
希赫多群島（Revillagigedo Islands）成立一個大型的海洋國家公園，該保留區面積高達15萬平方
公里，相當於美國的伊利諾伊州，堪稱北美最大海洋自然保留區。除了少數駐軍及其家屬外，沒有
其他人在這裡生活。因為是洋流交會地帶，魚類與遷徙性鳥類非常豐富，而設立保留區將有助於保
持生態，減少濫捕。
處太平洋地區的雷維利亞希赫多火山群島，擁有四

位

該地區的魚群密度因為長年以來的商業捕魚活動而大

座火山島，火山的自然生態環境，構成了獨特、豐

幅衰退。外界預期，該保留區的劃立將有效地協助該地區

富的海洋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因為獨特的火山生態系統與

的自然生態恢復到昔日的樣貌。

洋流交會帶而被稱作「北美的加拉巴哥群島（Galapagos
Islands） 」。加利福尼亞洋流與赤道洋流的交會，更讓雷
維利亞希赫多群島成為許多魚種與遷徙性動物的天堂。

智利加拉巴哥群島‧世界最大海洋保護區
和雷維利亞希赫多群島情況類似、主權屬於智利但
位於遠離智利大陸太平洋上的加拉巴哥群島（Galapagos

201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這個北美最大的海洋保護區在201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是數百種鯨魚、烏龜和巨魟、珊瑚、

Islands） ，2015年也被智利劃為海洋保護區，面積比墨西
哥此次宣布的面積還大。儘管如此，此次的海洋國家公園
已是北美最大的海洋自然保護區了。

軟體動物、鯊魚等海洋物種的棲息地，其中有許多正瀕臨

但許多有識之士警告，如果沒有配套保護措施，此舉

滅絕。如著名的巨型鬼蝠鱝就是雷維利亞希赫多群島的

非但無助於對當地生態和海洋生物的保護，甚至可能適得

「招牌」。世界自然基金會墨西哥項目主任比亞努埃瓦高

其反，引來更多覬覦者的毒手。也有人擔心，墨西哥海軍

度評價這一舉措，認為這將是全球範圍內保護世界自然遺

是否真有能力維護如此廣闊海域的生態安全？ 華

產的「重要先例」。

全面禁止漁業活動、自然資源開採、興建觀光設施
而根據潘尼亞．尼托簽署的法令，該自然保留區將全
面禁止漁業活動、自然資源開採，與興建新的
觀光設施。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涅托表
示:「這項措施將允許保護數百種
海洋物種，其中許多處於危險，
也有助於保持太平洋生態系統
的連通性。」於此同時，
墨國海軍也將不定期巡弋
來有效杜絕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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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披薩旋轉技巧
榮登無形文化遺產
義大利那不勒斯（Napoli，又譯拿坡里）的拋披薩皮手藝（pizzaiuolo）在2017年底榮登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無形文化遺產」之列。但由於空汙之影響，差點就不能品嚐用柴火窯烤的
美味披薩了。
薩（Pizza），這種美食究竟源於何時何地，專家

披

那不勒斯披薩禁用柴火窯烤？ 都是空汙惹的禍

學者一致認為，如今全世界每天焙製的幾百萬個披

空汙問題困擾全世界，不僅北京無法忍受，義大利的

薩，都是大約200年前由義大利那不勒斯的麵包師傅首創

羅馬、米蘭等大城市也一片霧濛濛，有研究指出，義大利

的。

每年高達三萬人因為空汙相關疾病死亡。為了對抗空汙，

義大利那不勒斯（Napoli，又譯拿坡里）拋披薩皮

捍衛呼吸的權益，義大利各大城市紛紛推出一系列措施，

手藝（pizzaiuolo）在義大利這個南部城市傳承好多代，

例如米蘭和羅馬就禁止汽車上路。其中一個靠近「披薩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World

鄉」那不勒斯的小鎮聖維塔利亞諾（San Vitaliano），竟祭

Heritage Committee）2017年底於南韓濟州島上開會時，

出「禁止人民做窯烤披薩」的規定，讓居民和餐廳廚師們

決議將其列入「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都無法信服。

Heritage）。

聖維塔利亞諾是義大利空汙最嚴重的地方之一，鎮長

那不勒斯披薩師傅協會（Association of Neapolitan

下令禁止人民使用添加柴薪的披薩烤爐，除非有安裝特殊

Pizzaioli）會長米庫（Sergio Miccu）表示，約200萬人加

的過濾裝置。據悉，聖維塔利亞諾鎮的空氣品質已超過標

入連署支持那不勒斯申請無形文化遺產。若這個古老的烹

準值114倍，但工業大城米蘭只超過標準值86倍。

飪傳統成功申遺，他將提供免費披薩，連署人無疑受此激

鎮長表示，「所有和烘焙與餐飲有關的商業活動，如

勵。義大利農業、食品及林業部長在得知拿坡里拋披薩餅

披薩店，都不准用需要生質燃料（木頭和木炭等）生火的

皮的手藝入選後，在推特貼文高呼勝利，並稱這是邁向保

露天或密閉烤箱來烹煮」，還明訂違反規定者最高將開罰

護義大利飲食文化的一步。

1032歐元。

披薩製作時餅皮的快速旋轉技藝有它的道理。那不勒

但這禁令讓披薩店無法用柴火窯烤出香噴噴的披薩，

斯披薩手藝包括4個不同階段，包括將生麵團拋到空中，

當地民眾憤怒抗議，批評鎮長不顧弱勢一家店一天烤三、

以及以木窯烤爐烘焙。披薩師傅將生麵團拋到空中，目的

四十片的披薩根本不是空汙的主因，揚言要鎮長下台一鞠

是要讓麵團接觸到更多空氣，能讓做出來的成品更Q彈有

躬，而這樣的政策當然也立刻宣告取消。 華

嚼勁。此技術更在義大利境內衍生出了許多民謠、傳統故
事，已成為歷史悠久的社會儀式。目前那不勒斯約有3000
名披薩師，對於社會人群聚集和世代交替扮演重要角色。
今年共有34項文化遺產競逐「無形文化遺產」之列，
世界遺產委員會2003年設立「無形文化遺產」，目的在提
高外界保存文化的意識，教科文組織有時也會提供無力保
存傳統的國家財政或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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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饕客新寵
西班牙伊比利豬火腿
西班牙風味美食伊比利黑蹄豬火腿（Jamón Ibérico）成為中國饕客的新寵。但製作品質優良
的火腿往往耗時且索價不菲，隨著中國消費者的大舉進攻，西班牙民眾恐在耶誕節面臨火腿供不應
求、價格水漲船高的情況。
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中國人繼迷戀法國

英

必須用特殊火腿切割架（Jamonero），還要用長且窄的

紅酒、魚子醬、松露等昂貴美食後，又有新的西

刀片手工一片一片切下。可以想像製作伊比利火腿有多

方美食讓他們趨之若鶩，即西班牙著名美食伊比利火腿

繁複耗時。不少盛產伊比利火腿的地區，如安達魯西亞

（Jamón Ibérico）。豬肉及豬肉製品是西班牙重要的出口

（Andalucia），甚至會舉辦切火腿大賽，往往吸引大批觀

農產品之一。西班牙《國家報》也報導，經濟危機期間，

眾。

西班牙火腿企業將視線轉向國際市場加大出口。近年來，

負責火腿、紅酒、橄欖油出口至中國的「享胥商貿」

伊比利亞火腿品牌加大了在中國的宣傳力度且成效顯著。

總監巴翠斯表示：「火腿在西班牙本土市場的價格也將不

但是優質火腿的製作需數年時間，隨需求量猛增，火腿供

可避免地上漲。西班牙如今有20多家企業獲得了在華出口

應不足。一隻7.5公斤的伊比利豬腿要價150歐至600歐不

火腿的許可，其中有十幾家專供伊比利亞火腿，他們目前

等，隨著需求量增加，價格可能再上漲10％。

均存在供不應求的現狀。而中國政府還將給更多的西班牙
火腿企業發放許可。」 華

最高級火腿要48個月熟成
西班牙火腿分作多種，但中國饕客最愛的是全程放牧
養殖，只吃香草、橄欖、橡木子長大的伊比利豬。品種必
須是純種黑蹄豬，或著是有一半黑蹄豬血統，並生長在西
班牙西北部橡木林牧場，有大片草皮供他們活動，也有豐
富的天然穀物可供食用。
橡木林牧場面積有限，但每頭豬得消耗兩公頃林地作
物才能長成。而黑蹄豬一經屠殺，豬腿必須馬上鹽封，再
以特定溫度風乾，要等至少36個月才能熟成，最高級的伊
比利火腿則要等到48個月。著名伊比利亞火腿品牌Cinco
Jotas的出口負責人勒梅表示：「我們沒法想生產多少火腿
就生產多少，因為根據我們的製作標準，每頭豬需要大約
兩公頃的土地放養，以保證肉的質感。這必將導致火腿的
短缺，引起價格連續上漲。」

切火腿需特殊工具與技法
另外，伊比利火腿使用自動切片機可說是大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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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伊比利亞火腿品牌加大了在中國的宣傳力度且成效顯著。但
是優質火腿的製作需數年時間，隨需求量猛增，火腿供應不足。

江振誠歸還米其林二星
重新定義「台灣味」
近年奪下米其林二星、全球前五十大餐廳等多項榮耀的台灣名廚江振誠，在官網上丟下震撼
彈，宣布在新加坡餐廳Restaurant ANDRE歸還米其林二星，Restaurant ANDRE將於2018年二月畫下句
點，他也將回台傳承經驗，並重新定位屬於這個世代的「台灣味」。
國《Le Chef》雜誌公布2018年「世界百大主廚」榜

30年，如今有意返台傳承料理，對年輕人才的培育盡更多

單，台灣主廚江振誠連續4年入榜。憑新加坡餐廳

心力，這對台灣年輕一代餐飲人才來說，絕對是一件利多

法

「Restaurant ANDRE」進榜的江振誠，在臉書分享入選世

消息，也是最大的士氣鼓舞。

界百大主廚的好消息，並表達謝意。此外，他歸還米其
林二星的榮耀，並於2018年2月結束新加坡餐廳Restaurant
ANDRE，將重心移回台灣傳承廚藝，未來還將到中國成
都的餐廳擔任總監。

用台灣在地食材，做出最能代表台灣味道
當初在台灣成立RAW時，江振誠即把它定位為「新台
灣味的餐廳」，要用台灣在地食材，做出最能代表台灣的
味道。只是他過去要讓大家認識的台灣味，可能是屬於阿

江振誠歸還米其林二星，返台傳承料理與亞洲經驗

嬤的味道，這種屬於故鄉的「台灣料理總是被低估」。未

江振誠在餐廳官網宣布重新調整生活重心，將歸還米

來RAW要做的是，應該是重新定位屬於這個世代的「台灣

其林二星，回到台灣的餐廳「RAW」，致力為培養下一

味」，要讓全世界都能了解屬於這個世代的「台灣味」。

代人才努力。對於今後人生發展，他表示希望能有更多機

但他認為，「身為一個台灣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

會，利用演講或其他方式和新一代互動。這是他自己想做

台灣做出能夠真正定義我們這一代台灣味的東西。」且

的事情，運用自己的經驗和知識，刺激更多有潛力的人到

「台灣的地理位置很好，不管是海鮮或農業，不需要昂貴

亞洲，分享給新一代年輕人。未來他將單純享受做菜的樂

花俏的食材。」「我們有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食材，但他

趣，致力於將經驗與知識傳承給台灣與中國的新世代。

們都處於最佳狀態。」

江振誠獨特「八角哲學」菜色，讓新加坡深刻印象

米其林星環的壓力大

新加坡不少政要曾品嚐江振誠獨特「八角哲學」菜

除江振誠外，法國名廚巴拉斯（Sebastien Bras）去年

色，留下深刻印象。八角哲學涵蓋八個創意元素，包括鹽

9月也要求米其林指南摘掉他的三顆星（全法國也有27家

（salt）、質（texture）、憶（memory）、純粹（pure）、

餐廳名列三星）。巴拉斯在法國中南部拉吉奧爾的「Le

風土（terroir）、南法（south）、工藝（artisan）及獨特

Suquet」餐廳，獲得《米其林指南》評鑑為三星級餐廳已

（unique）。八角哲學並不只是一套關於料理的法則，更

近20年。46歲的巴拉斯認為餐廳每道菜都要被評頭論足，

是一種創作思考的方式，在所有創作的光譜中覓得靈感的

面臨巨大壓力，因而要求米其林將其餐廳除名。此外，近

軌跡，從一個同心圓開始，進而成為一個完美的型。

15年來已有兩位三星名廚自殺，可見米其林星環帶來的壓

新加坡餐飲業者黃柄綺指出，江振誠是台灣之光，也

力有多大。 華

是台灣人到新加坡打拼的成功範例，讓新加坡餐飲業者認
識到台灣人獨創的八角哲學菜色。江振誠沉浸餐飲領域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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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大學擬廢除紙筆測試
書寫將淪為消失的藝術
科技發達，用說的也可以打字，因此，許多人不只常寫錯字，字跡更是「醜到看不懂」，增加
教授閱卷時的困難，英國劍橋大學就正在討論，未來要把手寫測驗改成「電腦作答」，讓寫字專家
感嘆「未來學生記憶力會下降」。
類拜科技發達之賜，享受更便捷的生活，但也漸漸

人

愈來愈難以辨認。」因此，她認為校方擬改革考試做法

喪失了某些能力。英國劍橋大學的教職員正在考慮

「極為值得稱讚」。校方今年初也在歷史系、古典系舉行

廢除紙筆測驗，因為學生的字跡越來越潦草，增加閱卷時

這樣的新考試模式，也是實行紙筆測驗8百年來第一次廢

的困難。

除。英國白金漢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校長
Anthony Seldon也認為，書寫已經不是教育中的必要，強

劍橋大學擬實行數碼教育策略
劍橋大學自創校以來，紙筆測驗已實行800年之久。

調手寫並非偉大思想、偉大英語或偉大智慧所必須，與其
拯救手寫，加強寫出優秀英語和句子結構才更重要。

但這幾年下來發現學生書寫能力不如以往，有教授投訴
筆試的考卷字跡因難以辨識，必須召回學生，當場「大聲

手寫可以改善記憶和理解力

念考卷給老師聽」，這樣老師才有辦法改考卷，徒增雙方

其他學者則擔心手寫會淪為「懷舊」玩意，英國筆跡

困擾。因此，劍橋大學正在研擬改以筆電打字應考，實行

學家研究院的手寫專家特拉塞爾（Tracey Trussell）強調，

「數碼教育策略」，希望用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取代傳

書寫可以刺激大腦記憶皮層的發展。同時，在書寫的時候

統的紙筆測驗。歷史系講師皮索爾博士（Sarah Pearsall）

跟打字不同，因為速度比打字慢，必須先理解上課的重

說，文字書寫已經是「消失的藝術」現在學生習慣使用科

點，再用簡單的話語記錄下來，反而可以提高理解能力；

技產品，鮮少動手寫字，字跡惡化已成普遍趨勢，「學生

劍橋大學應該要督促學生在上課的時候，用手抄筆記，才

對書寫感到困難，考官亦大感頭痛，因為學生的字體已

是真的對學生好的。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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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news
華商短波

世華峰會榮獲品牌會議獎
「

十三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榮

華商高峰會』在邁向第十五個年頭之

第

全球華商一塊獨特的土地。」

獲「澳門會展嘉許獎2017」之

「澳門會展嘉許獎2017」，致力

際，藉由獲獎之肯定，再接再厲，讓

「品牌會議獎」殊榮。「世界華商高

打造澳門本地會展業年度盛事，鼓勵

華商在國際市場上更加茁壯，為澳門

峰會」積極努力成為全球華商共同交

更多新力軍加入澳門會展業大軍，共

企業、為海外華人企業創造更多福

流的平台，已獲得各界肯定。

同推動澳門會展業發展。活動由澳門

祉。」 華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任暉執行長於

會議展覽業協會主辦，澳門基金會、

獲獎時表示：「自『第一屆世界華商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澳門旅遊局、

高峰會』於2004年在澳門召開後，每

亞洲展覽會議協會聯盟（AFECA），

年十月，來自全球30餘國及地區，逾

及澳門多個商會為支持單位。

1600位華商社團代表相聚在澳門。在

由於澳門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文化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支持下，『世

特色，配合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將

界華商高峰會』已成為全球華商一年

能促進深化區域合作和國際交流。豐

一度聚首澳門，集思廣益，合作發展

富且多元的產業發展潛力，必能提供

的重要盛會。多年來，一直致力發展

澳門會展業浩瀚無垠的推動力。因

為全球華商服務平台的澳門，已成為

此，任執行長也由衷期許：「『世界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任暉執行長（右）代表高
峰會領取「品牌會議獎」。

澳門貿促局訪加拿大華商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於多倫多舉

澳大灣區發展藍圖中所發揮的協同營

優勢，澳門的經商環境也不斷優化

行「粵港澳大灣區北美推介

商優勢。

中，希望能夠促進澳門與加拿大在教

澳

會」，向當地企業宣傳澳門在粵港澳

澳門別行政區貿促局張祖榮主席

大灣區發展藍圖中所發揮的協同營商

一行，於「粵港澳大灣區北美推介

優勢，並與當地華商建立合作的管

會」後，繼續訪問加拿大華商企業團

道。

體。在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丁

「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一帶

楷恩的推薦下，加拿大城際商務聯合

一路」後，備受關注的區域經濟合作

會（CMBG）陳穎副會長安排澳門貿

發展計劃。為推廣澳門的獨特優勢，

促局與旗下之三家企業進行參訪，分

並繼續推動產業多元發展，包括會展

別為地產公司Landstar360、房貸公司

業、特色金融業和中醫藥產業，澳門

Resco以及北美最大的招牌商「英藝

貿易投資促進局於2017年12月在多倫

招牌」（Forward Signs）。

多、西雅圖和墨西哥城三個城市舉行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

推介會，向當地企業宣傳澳門在粵港

表示：「澳門具有獨特的投資環境和

育、旅遊和貿易等方面的合作與發
展。」 華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一行參訪加拿大城際
商務聯合會旗下三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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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最後的香格里拉

稻城亞丁

吳宗錦｜圖‧文

「香格里拉」（Shangli-La）一詞，是1933年4月英國出版的一本小說《失落的地
平線》（Lost Horizon）作者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在書中所描述的一處世外桃
源，是西藏高原深山中一處被壯麗巍峨雪山所包圍的一個村莊，有皚皚的白雲，有翠
藍碧綠的高山湖泊，有一望無際的大草甸，有滿山遍野的奇花異卉……，還有，住在
那裏的人們都純樸善良、知足常樂，篤信藏傳佛教，都與世無爭，因此都很長壽，稱
得上是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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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文作家協會一行，就以夏諾多吉雪山為背景，來個大合照！（攝影∕徐大軍）

落的地平線》的故事主角是一位英國駐阿富汗的領

失

人間天堂。小說的結尾並沒有告訴讀者，康威是否找到

事康威（Hugh Conway），他和另一位英國人馬林

「香格里拉」，但「香格里拉」的傳奇卻從此在世間流傳

遜、一位美國人巴納德和一位法國女傳教士布林克洛，因

開來，大家紛紛到處尋找這片深山中的人間樂土。

《

搭上一架被劫持的飛機，在飛越高山和峽谷之後，迫降在

其實，《失落的地平線》的作者詹姆斯希爾頓並沒有

一處寒冷的藍月山谷，卻意外的進入了與世隔絕的「香

到過西藏，也沒有到過中國，倒是有一位美國哈佛大學的

格里拉」，並受到當地人們的救助和接待，在那裏待了兩

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他同時也是美國

個月，康威因此愛上了「香格里
拉」，喜歡那裏環境的壯麗、寧

▼位於仙乃日雪山山腰的「 古寺」，是山中唯一的喇嘛廟。

靜和安詳，更喜歡那裏人們的友
善、知足、純真與長壽，甚是還
愛上了一位喇嘛廟裡的滿族公主
洛桑。後來因他的同伴馬林遜要
康威一起離開「香格里拉」，經
過千辛萬苦的翻上越嶺地跋涉，
馬林遜卻在路上就死了，康威雖
然到達重慶，卻因發高燒而失去
記憶。回到歐洲後，康威才意外
地恢復記憶，腦海裡都是那令他
念念不忘的「香格里拉」，康威
決心回到東方找尋那他心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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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麗的仙乃日雪山，與碧綠的卓瑪拉措，以及仙乃日雪山的湖上倒影。

《國家地理雜誌》的特約攝影師，曾在中國雲南麗江、

1920年代末，到過巴基斯坦和印度，接觸過佛教經典裡有

中甸一帶居住過27年，還曾二度在木理王的協助下，千辛

關「香巴拉王國」的傳說，因此他創作《失落的地平線》

萬苦地到四川稻城亞丁進行探險考察，早在1924年，就在

小說時，據信應是受到這兩方面的影響，並創造了「香格

《國家地理雜誌》發表過他的探險日記和所拍攝的雪山深

里拉」這個炙手可熱的名詞。

谷的照片。詹姆斯希爾頓本人雖未到過青康藏高原，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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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傳說中的人間淨土，最後的「香格里拉」到底在

▲海拔4180公尺的洛絨牛場被四周的雪山環繞。

哪裡？ 自稱為就是「香格里拉」的地方有雲南迪慶藏族自

2017年十月我帶領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的訪問團，一共

治州的中甸，雲南納西族的麗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

十九位華文作家及眷屬，前往四川成都與四川省作家協會

稻城亞丁，甚至連印度北部和尼泊爾都宣稱他們才是香格

進行訪問交流，會後特地安排前往稻城亞丁一遊，才得以

里拉所在地。1997年九月，雲南省迪慶州的中甸縣，提出

完成心願，探訪了另一處「香格里拉」！

證明把縣名改為「香格里拉縣」，獲得中國國務院的正式

四川西部藏區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亞丁風景

批准。2002年一月，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的日瓦鄉更名

區」，位在海拔四千公尺以上的青康藏高原，被三座海拔

為「香格里拉鄉」以配合發展觀光，經過幾年的發展，人

六千公尺左右的雪山所圍繞，過去因交通不便人跡罕至。

口和酒店旅館如雨後春筍般地增加，2009年二月四川省政

這三座雪山是康巴藏族的聖山，最高的一座是「仙乃日雪

府同意把香格里拉鄉改制為「香格里拉鎮」。

山」，海拔6032公尺，仙乃日藏語意為「觀世音菩薩」，

我第一次造訪「香格里拉」是在2004年九月，那次去

是稻城亞丁三座神聖雪山的北峰。第二座是「央邁勇雪

的是雲南中甸的「香格里拉縣」，那裏是有兩個高山湖

山」，藏語的意思為「文殊菩薩」，是稻城亞丁風景區

泊，一處草甸子和一座「松贊林寺」喇嘛廟，遠處有海拔

三座雪山的南峰，海拔5958公尺，其主峰像隻筆尖，直

6740公尺的梅里雪山和5430公尺的白馬雪山，其景色是有

天際，1928年美國植物學家洛克先生，在群山環繞的亞丁

一點像是《失落的地平線》小說裡所形容的模樣。我那時

看到此山時，讚歎道：「這是我見到的世界上最美的雪

候看過一組攝影家所拍攝的四川稻城亞丁的照片，其雪山

峰！」第三座是海拔5958公尺的「夏諾多吉雪山」，藏語

很美、完全與世獨立，更像是《失落的地平線》所描繪的

意為：「金剛手普薩」，具除惡降魔的神力，與央邁勇雪

景象，因此就想有一天也要到此一探究竟，看看哪裡才是

山一樣高。從海拔4180公尺的洛絨牛場，可以欣賞到三座

真正的「香格里拉」。

雪山插入天際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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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換乘景區的電瓶車，約半小時到達海拔4180公尺的洛絨
牛場，然後步行欣賞草甸子和貢嘎銀河，和銀河裡的雪山
倒影。從洛絨牛場可以步行爬山走到海拔4600公尺的牛奶
海，和海拔4700公尺的五色海，來回約十點六公里，因高
山缺氧，行動比較慢，來回需要五個多小時，我們時間不
夠，也怕體力不能負荷，只好放棄。
第二天我們起個大早，再搭景區的環保車上山，走到
海拔3900公尺的 古寺後，從寺廟右側上山，步行爬山前
往海拔4080公尺的卓瑪拉措，藏語的「措」就是湖泊的意
思，來回三公里，大約花一個半小時，在那裏欣賞壯麗的
仙乃日雪山的湖中倒影，真是美得令人讚嘆。沿途美麗的
▲ 登上亞丁風景區的遊客，排隊等著搭電瓶車。

山谷景色，以及高山雪水融化流淌下來的嘩嘩水聲，令人
心曠神怡。藏民篤信佛教，收入慷慨捐贈給寺廟，因此

在群山圍繞的山腰上有一座喇嘛廟「 古寺」，藏語
意為「湖泊源頭的寺廟」之意，相傳是達賴喇嘛五世，派

古寺內部金碧輝煌，值得入內參觀。我們玩了大半天後，
才依依不捨地搭環保車下山。

根秋加措大師來此修建弘法的，屬於黃教（格魯派）寺

稻城亞丁風景區比較有規模的開發是最近幾年的事，

廟，1928年美國植物學家洛克來此地時，就發現此深山中

景區的建設相當完善，大部分的景點都舖有步行棧道，除

的古寺廟！古廟曾遭部分焚毀，其後殿是重建的，內部金

了因海拔高爬坡比較辛苦，其實是很方便旅遊的了。如果

碧輝煌，彩繪各種藏傳佛教的神像雕塑，可惜不准攝影，

不想長途搭車的勞累，稻城亞丁機場已經開通多個航線，

無法跟讀者分享！

可從成都直接搭機前往，從亞丁機場到香格里拉鎮，大

「亞丁村」是位在海拔4060公尺高的世外桃源，是康

約是120公里，已經很方便。想要探訪香格里拉─稻城亞

巴藏族的山區村寨，距離山腳下的香格里拉鎮34公里，過

丁，已經不用像洛克先生那麼辛苦了。但是前往高原地區

去人跡罕至，純樸原始，現在已經發展成山中民宿村，藏

旅遊，除了禦寒衣物外，也要預防高山症，可事先請醫生

居都被改建成小型旅館，是前往亞丁風景區最近的住宿

開好高山症藥物，帶著備用以預防萬一，就可以有一趟愉

處，吸引了大批外來遊客！

快的高原雪山之旅。 華

「香格里拉鎮」位於稻城亞丁風景區山腳下，原名是
「日瓦鄉」，原來只是一個小農村，現在已經發展成規
模不小的觀光小鎮，新建有不少觀光酒店，也有藏區特色
的老街，這裡是前往亞丁風景區的最近鄉鎮，海拔2900公
尺，距離亞丁風景區入口，只有十分鐘車程，但是距離山
上3900公尺高的 古寺則有38.4公里。
我們在香格里拉鎮的日瓦日松貢布五星級酒店住了二
晚，二次進入稻城亞丁風景區遊覽。第一天，上午搭乘
我們的遊覽車到景區入口，然後從景區入口搭乘景區環保
車上山，約一個多小時到達山上的終點站海拔3800公尺的
「札灌崩」，再步行半公里的上坡石子路，到達 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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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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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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著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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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宗村，位於雲南西北部，是雲南麗江轄內維西縣內
的一個小山村。

一雞鳴四縣

肖任飛｜圖‧文

探秘金絲猴
其宗村，位於雲南西北部，是雲南麗江轄內維西縣內的一個小山村，這個美麗
的小村莊背靠巍峨的白馬雪山，面朝滾滾東流的金沙江，不但環境優美，而且物產豐
富，被譽為「蘭花之鄉」、「藥材之鄉」、「天然杜鵑花園」和「滇金絲猴天堂」。
宗村除了生長著蘭花，杜鵑等360多種名花奇卉，

化的民族背景，讓其宗儼然成為「最後的香格里拉」。讓

更有紅豆杉，珙桐等國家珍惜保護樹種；這裡除了

我們探其究竟，漸漸揭開這個小村莊的神秘面紗。

其

生活著金毛，錦雞等野生動物，更有小熊貓，滇金絲猴等
國家珍惜保護動物。其宗村除了自然資源豐富，而且民族

一雞鳴四縣，飯熟四縣香

文化多元化，在這裡生活著傈僳族，藏族，納西族，漢族

其宗村，是一個北臨德欽，南靠玉龍，西接維西，

等，可以體驗到多民族的民俗文化，例如藏族的鍋莊、熱

東依中甸的小村莊，獨特的地理位置不僅造就了「一雞

巴舞，納西族的古樂等；在這裡宗教文化同樣源遠流長，

鳴四縣，飯熟四縣香」的特點，更是出現了傈僳族、藏

轄內的達摩祖師洞是相傳達摩祖師面壁修行十年成佛之

族、漢族等民族文化交融的勝景。在這裡，面朝大江，背

地，因此也成了藏傳佛教的聖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多元

靠青山，遠離喧囂，享受自然；在這裡，佛緣深厚，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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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冥想，轉山轉水轉白塔；
在這裡，民風淳樸善良，熱情
好客，載歌載舞，青稞相伴。除
了這些令人駐足動容的自認人文景
觀，更有可愛美麗的精靈居住在這片
神聖的土地上——滇金絲猴。

可愛美麗的精靈——滇金絲猴
距其宗不到15公里的雲南滇金絲猴國家公
園裡生活著大概1000多隻滇金絲猴，這些精靈
是世界稀有，中國特有的珍稀野生動物，同大熊貓
一樣屬於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群居生活，主要分佈在
海拔3500∼4000米的高山之中。他們外表獨特，極具特
色，莫西幹的髮型，帶著雙眼皮的大圓眼，性感厚實的烈
烈紅唇，濃密油亮的被毛，更有圓潤緊俏的「猴屁股」，
完全是俊男靚女的模樣；每天旭日東昇，猴王便帶著它的
妻兒下山覓食，因為長得像鬍子一樣，當地人也稱「樹鬍
子」。這種植物對環境要求極高，只要空氣中有一絲的
污染便無法存活，因此又把松蘿稱為「最好的環境檢測
器」。
目前，保護區內大概有八個相對固定的猴群，每個猴
群由一隻強壯的熊猴帶領。其中三個猴群令我最印象深
刻，他們分別是紅點家族，斷手家族和單身漢家族。

紅點家族 後宮佳麗成群
「紅點」是一隻年齡13歲極其強壯的雄猴，擁有六個
老婆的他，可謂是後宮佳麗成群，儼然有一種帝王將相的
感覺。他統領的猴群目前是保護區裡最大的一個，強大到
只要他帶領家人覓食，其他猴群都不敢跟隨的地步，只能
在山上等待至「紅點家族」進食完畢後才敢下山，這乃實

之日起，斷手可能就已成為上帝的棄嬰，但是

足的大將之風。

我猜因為憑著他堅強的意志，強大的內心，他並沒
有低下高傲的頭顱，成為別的猴群的「階下奴」，而

斷手家族 強勢之姿 儼然是陸地之王

是成為響噹噹的「陸地之王」。保護區內任何猴群的雄猴

另一個猴群是「斷手家族」，據護林員介紹「斷手」

都無法在路地上戰勝「斷手」，即使「紅點」也無法實

是一隻自幼殘疾的雄猴，右臂肘關節以下缺失，故得名斷

現。「斷手」不對命運低頭，強勢挑戰的姿態，令我感受

手。四肢強健是滇金絲猴生存的根本，自從「斷手」斷臂

到一種震撼靈魂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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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漢家族，搶親高手
最後一個猴群是「單身漢猴群」，滇金絲猴屬於一雄
多雌的群居動物，一個猴群無法容納兩隻成年雄猴，當

婆，結果可能是弄的遍體淩傷，繼續單身，或者是成家
立業，抱的美人歸，成為下一個猴王，就像當年的「紅
點」、「斷手」一樣。

幼年的公猴成年後便被趕出猴群，同時因為他們「年幼體

曾經，因為環境污染，人類的濫殺，這群精靈差點就

弱」，無法競爭過其他早已成年的雄猴，搶到屬於自己的

從地球上徹底消失了；而現在通過一群自然工作者孜孜不

後宮佳麗，因此只能單身度日。一群「單身猴」便成立了

倦的工作讓這群的生靈得以繁衍生存下去。但是我們生活

一個自己的家族，常年被其他早已成家立業的雄猴「撒猴

的地球不是靠他們就能更健康，他的健康需要每個人共同

糧」。可能因為受不了寂寞，他們也經常到其他猴群搶老

維護，少用一滴水，少開一次車，只有這樣才能還我們生
活的地球青山綠水，為我們的子孫留下更美好的財富！ 華

作者簡介

肖任飛

肖任飛，筆名老陽，座標帝都，標準銀行從業
人員，但嚴謹高強度的工作沒有禁錮飛翔的
心。愛好廣泛，上得雪山，登高望遠；下至廚
房，烹飪佳餚；堅信走不一樣得路，看不一樣
的景，奉行年輕就是要折騰，不留遺憾，體驗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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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制度資產與民主優勢，並非不能揮霍而盡。
——中國時報社論
只要放下無謂的害怕與偏見，參與中國崛起的機
遇，分享中國崛起的紅利，和中國並肩創造更大的榮

創新，能夠帶來成本降低與效率提升。所以，創新是推
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IT工業的創新，仍將源源不絕。產業已經由半導體、

景。

電腦科技、網際網路、智慧行動產業，打了雄厚的基礎。

藝術像修行，磨到發光照亮人心。

人生不要太完滿，有個缺口讓福氣多流向別人，是很美

——著名雕刻家∕朱銘
他認為藝術是有力量的，希望這美的力量可以引導
大家從「心」出發，找出最初的美好。

好的一件事。
——台灣積體電路董事長∕張忠謀
他說：他體認到生命的缺口，彷著我們背上的一根
刺，時時提醒著我們要謙卑，要懂得體恤他人。

城牆垮了，可以重建；人心傷了，一輩子也拉不回來
——大陸前領導人∕鄧小平

台灣不僅是大，台灣一路走來所做的努力及對世界的改
變與貢獻，讓台灣比你想像的偉大。
——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施振榮
他認為。台灣多年來在資訊科技領域累積許多實力，

我工作，所以我存在。
——台灣積體電路董事長∕張忠謀

大家不能妄自菲薄，要有信心。

假如沒有工作，人生也就沒有意義了。

今後不管遇到什麼挫折阻礙，或是遭人批評貶低，我希
創業，需要飢餓的環境。

望你都能一如往常地堅強面對，儘管邁開腳步往前吧！

——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光

——日本影帝級演員∕西田敏行

他認為香港人大多生活在舒適的環境中，吃太飽、

他鼓勵後輩演員山田涼介，雖然背負著偶像演員的包

不餓，因此缺乏創業的動力。

袱，經常被質疑演技，但他認為，「過去外界常用有色眼
鏡來審視你，但是你要記住，身為一個演員，在大銀幕上
充分擁有著屬於自己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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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無法跟一個道德敗壞的人，完成一樁好的交易。

失敗很正常，如果沒有經歷失敗，表示你還不夠創新。

——美國企業家∕華倫．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

——Space X 執行長兼首席設計師∕伊隆．馬斯克（Elon Musk）

沒人看過我流淚，因為我沒時間流淚。

即使輸掉了一切，也不要輸掉微笑。

——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

——繪本畫家∕幾米

他對他自己說：「再熬一熬，可能就熬出來了。」
結果，真的熬出頭了。他想要告訴大家，樂觀地看待未
來，積極尋找機會，要堅持、有擔當。

當你看不清自己的時候，蹲下來，就能重新認識自己。
當你分不清自己該做什麼時，看前人典範，就能重新找
到方向。

音樂，當然可以改變世界。

——媒體工作者∕陳文茜

——華裔美籍大提琴家∕馬友友

她在參觀孫運璿故居時，深深感觸到永遠的行政院長

音樂有很多力量，足以療癒生命，我想音樂不但能

孫運璿的為人典範，以及當年孫運璿為台灣所建設的成

帶來心靈上的慰藉，也可以讓心靈壯大，進而治療身體

果。孫運璿從做經濟部長開始，就有「不應酬，不題字，

的病痛。他從1998年起推動絲路計畫，20年來持續與各

不剪綵」的三不原則，每月剩下的首長特支費都留給部屬

國音樂家對話，用琴音引領西方觀眾進入東方氛圍。他

做獎金用，此操守與風骨一直存在民眾心中。

持續推動文化計畫，期待用音樂安撫人心、扭轉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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