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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政策的重點一直放在

中

GDP的成長，也成就了世界經濟奇蹟，但在生態環境

和國民健康上，卻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因此，以「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積極建設「美麗中國」成為新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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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2018年1月1日，中國大陸施行第一部綠色稅制的「環境
保護稅法」，和新版「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4月1日將開
徵「環保稅」，被認定為環保稅納稅人的，將有26萬多戶。
因應嚴重的霾害，中國大陸採取鐵腕政策，要求京津冀
及周邊地區施行史上最嚴停工令，希望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
下降15%以上，北京市的目標為下降25%以上，影響所及，水
泥建材全面停產，鋼鐵業全面限產50%，衝擊非常大。為了整
治吳淞江流域水質，昆山、珠海等地，於去年12月 24日以整
治水質污染為由，曾宣布沿岸270家工廠停產十七天，台商包
括富士康、日月光、台玻、南亞等都在影響範圍內，由於衝擊
層面非常大，這項停產令後來宣布暫緩，但所有工廠都收到了
「廢棄物必須減排50%」的行政命令，業界認為實施停工令是
「早晚的事」，因此已有部分台商相繼採取自行停產或遷廠等
行動。
中國大陸對於治汙減排的要求愈來愈嚴，連同位於製造業
重鎮長江三角洲的台商工廠，凡涉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
行業者，恐將首當其衝。昆山、珠海等地限產令、以及環保稅
法上路，大陸官方執行環保要求的行動讓台商風聲鶴唳，也讓
台商見識了大陸進入新時代後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與立場。如
何因應建設「美麗中國」的新環保政策，本期【封面故事】特
以「建設美麗中國的環保政策」為封面主題，刊出相關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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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華商讀者參考。
本期【特別報導】刊出「美對進口鋼鋁課重稅，恐將引
爆全球貿易戰」和「一帶一路擴及北極圈與拉丁美洲」兩篇專
文，都是值得關注的話題。【兩岸聚焦】專欄刊出「大陸惠台
措施將掀新西進效應」一文，分析中國大陸避開台灣政府，儘
自推出的31項惠台措施，可能造成的影響。【產業風雲】專欄
刊出「5G網路迎接物聯網世代的來臨」、「科技巨頭瞄準數
位化醫療領域」等五篇報導。其他的專欄，也有很多可供參考
的資訊，留待讀者自己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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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塑膠減量是全球趨勢
為減輕一次性塑膠製品對環境的傷害，歐盟宣布所有歐洲的塑膠包裝，須在2030年前達到可重
複使用或可回收再利用的標準。

國自2018年一月起禁止包括塑膠廢料等廢棄物品進

中

裡的塑膠微粒；將對港口與航運業祭出限制，確保船隻產

口，迫使歐洲聯盟積極思考「減塑」方案。歐盟執

生的垃圾不會排入水中；將額外投注一億歐元研究資金，

行委員會一月宣布，至2030年前，全歐洲的所有塑膠包裝

促進對抗塑膠問題的科技創新，歐盟國家將有義務監控及

都必須是可回收或重複使用，並且逐步淘汰咖啡杯等只能

減少其海洋垃圾。

使用一次的塑膠用品，以對抗環境污染問題，將投資3.5億
歐元進行相關研究。

歐盟成員國日後也須負擔「監視及減少海洋垃圾」的
義務。據統計，歐洲人每年製造二千五百萬公噸的塑膠垃
圾，但回收率少於30％，至於全世界的海灘垃圾則有高達
8成5來自塑膠垃圾。歐盟希望於2030年前使55％的塑膠得

歐盟拚2030年前塑膠全回收
歐盟這波的塑膠大戰目的在改變歐洲人對於一次性塑
膠製品的看法，布魯塞爾預計將砸下3億5000萬歐元的資
金把塑膠生產的流程及回收工作現代化，並考慮透過徵稅
等方式革除民眾濫用塑膠的惡習。

以回收，於2026年前減少個人塑膠袋使用量，從每年90個
減至40個。
歐盟還計畫促進自來水飲用，以減少瓶裝水需求；提
供會員國改善塑膠回收分類的指導；提議使用更清楚的

歐盟執委會第一副主席Frans Timmermans表示，歐盟

塑膠包裝標籤，令消費者更能辨識。然而，歐盟執委會並

的首要之務是嚴禁只能使用一次的塑膠產品，包括吸管、

未提出對塑膠包裝的全歐徵稅方案。歐盟預算專員歐汀格

瓶子、咖啡杯、蓋子、攪拌棒、餐具及外帶包裝等丟棄製

（Guenther Oettinger）曾表示，徵收塑膠稅可以填補英國

品，「這些產品生產只需五秒鐘，使用五分鐘，卻要花上

脫歐後留下的一百三十億歐元預算空洞。

五百年分解。」

愛爾蘭、丹麥和芬蘭等北歐國家是歐洲限塑的模範

歐盟也計畫透過改變塑膠的設計、生產及回收方

生，自從塑膠袋收費後用量就大減，德國只是跟進。歐盟

式，創造商業機會。

的政策目標，是在2026年將每人每年的塑膠袋用量降到最

Timmermans強調，海

多40個。

洋裡每天有七百公斤塑
膠垃圾被沖上岸，必須
阻止讓塑膠進入海洋、

德國2年前仿效歐洲各國做法，著手推動限塑政策，

食物及人體，「否則

結果實施以來塑膠袋用量大幅下降，如今連一般的超市也

五十年後海裡的垃圾比

買不到塑膠袋。

魚多」，長期解決之道

德國人帶棉布袋或購物籃上街購物的習慣根深蒂固，

正是藉由回收與重複使

原本就很少用塑膠袋。不過，在環保組織多年的倡議下，

用，降低塑膠垃圾。

及歐盟公布減塑目標後，還是從2016年7月起實施限塑政

此外，計畫採取措
施限制化妝品及除臭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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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成功減量塑膠袋使用

策，多數商家從此不再免費提供塑膠袋。
德國的限塑並非立法強制規定，而是由政府與重要

的零售業者達成共識。德國每人每年原本平均使用68個
塑膠袋，限塑政策實施滿一年後，用量降到45個，大幅
減少1/3，成功達到以價制量的目的。德國聯邦環保局
（Umweltbundesamt）建議民眾，不論用的是紙袋、塑膠
袋或棉布袋，多次使用達到垃圾減量才是真正的環保。

英國推限塑．索取盒袋將收費
全球每年都有800萬公噸塑膠垃圾流入大海，污染海
洋和魚獲。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宣布，英國將開
始推動限塑，要求超市設立無塑商品專區，讓客人自帶容
器盛裝，若要塑膠提袋需花5便士購買，目標是在2042年
前消滅「可避免的」塑膠垃圾，不過計劃遭批緩不濟急。

Caffè Nero、Greggs及星巴克在過去10年內快速展店，紙杯

英國政府考慮針對外帶塑膠盒等一次性塑膠產品課稅

用量也隨之增加。近年環保意識抬頭後，不少業者以咖啡

或收費。歐盟也提議要針對塑膠包裝課稅，以彌補英國脫

折價來鼓勵顧客自備環保杯，但環境監察委員會表示只有

歐後減少的稅收，但針對製造商或消費者課稅，以及避免

1％至2％的消費者自備環保杯。

牛奶等食品遭到污染的必要包裝是否免稅等問題，仍有待
討論。

台灣餐廳內禁塑膠吸管
台灣今年起除了擴大飲料店等7類商家不得免費提供

咖啡店家拋棄杯回收率低．英議員擬徵收「拿鐵稅」

購物用塑膠袋外，環保署更提出塑膠製品限用、禁用時

英國一年丟掉25億個咖啡杯，因此英國下議院環境監

程，購物提袋、免洗餐具、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及塑膠吸

察委員會成員點名未能妥善處理的知名咖啡連鎖店，並揚

管，2025年全面限用、2030年全面禁用；吸管納管更領先

言若五年內店家無法回收所有杯子，將對這些店家下達完

全球，連鎖餐飲業如速食店、咖啡店，明年即不得提供內

全禁令。環境監察委員會主席Mary Creagh指出，每杯咖啡

用者塑膠吸管。

徵收25便士的「拿鐵稅」，有助改善英國再回收設備和瓶
裝設備，最後就能改善民眾的行為。
為了環保，有些店家早已提供優惠，若民眾攜帶環保
杯裝熱飲，可折抵部分金額。英國卡迪夫大學學者去年指
出，每個拋棄式咖啡杯酌收25便士，一年可有效減少多達
3億個杯子的使用量。

環署與民間歷年海洋廢棄物調查顯示，塑膠袋、免洗
餐具、吸管及外帶飲料杯名列前茅，環署和環團成立的海
洋廢棄物治理行動平台，希望源頭減量，針對這4大類塑
膠製品，訂出後年、2025年、2030年3階段管制措施。
塑膠吸管是首次納管的塑膠製品，限用也是世界首
創，規劃後年只要在餐飲店內用，商家都不得提供塑膠吸

委員會指出，目前英國使用的免洗咖啡杯只有不到

管，為讓民眾適應，明年具規模的連鎖餐飲業如速食店、

1％做到資源回收，因為這類免洗杯通常是貼有塑膠薄膜

咖啡店、西餐廳等約2.4萬家先實施，2025年擴大為外帶塑

的紙杯，難以進行紙類回收。此外，接觸過食物或飲料的

膠吸管須自費，2030年全面禁用。

包裝材料也無法回收，再加上英國資源回收站不足，導致

一次性外帶用飲料杯則採取「先獎勵、再限制」，後

大批免洗咖啡杯送入垃圾場。政府應該為2023年拋棄式咖

年先將自備飲料杯優惠從目前約2元提高到5元，2025年才

啡杯回收數量訂定目標。

全面限用，且杯子收費可能提高到5元，讓自備跟自費來

英國連鎖咖啡店包括Pret A Manger、Costa Coffee、

回價差約10元，提高自備誘因，2030年再全面禁用。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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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中國快遞一年400億件．連四年冠全球
據中國國家郵政局統計，2017年中國配送的包裹數量為400億6千萬個，快遞量在10年裡猛增至
33倍。據全球最大郵資機企業必能寶（Pitney Bowes）統計，2016年全球快遞市場規模為650億個，
中國超過美國的130億個，佔全球總量的近一半。

路購物普及帶動中國快遞業蓬勃發展。據中國國家

網

據中國媒體估計，去年「雙11」15億件快遞包裹，就

郵政局公布，2017年中國大陸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

製造出超過30萬噸垃圾。中國包裝垃圾的總體回收率不到

累計完成400.6億件，比2016年（313億個）增率近28％；

20％，其中紙盒不到一半被回收。快遞包裝中的填充物、

業務收入累計完成人民幣4,957.1億元，增長24.7％。快遞

膠帶等塑膠成分，回收率更近乎於零。中國計量學院的

量在10年裡猛增至33倍。據全球最大郵資機企業必能寶

《中國快遞標準化》研究中提到，每年因快遞包裝過度浪

（Pitney Bowes）統計，2016年全球快遞市場規模為650億

費的瓦楞紙板約18.2萬噸，相當於年均砍掉1,547公頃的森

個，中國超過美國的130億個，佔全球總量的近一半。

林，每年消耗約3億立方公尺的木材，而且這些木材難通
回收再利用，生產過程中還會對環境造成新的污染。
為此，中國國家郵政局、國家發改委等十個部門日

中國一年快遞量約占全球總量45％
主要原因是阿里巴巴和京東等大型網路銷售平台業

前已發布《關於協同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工作的指導意

務廣泛普及，平均每天有超過1億件的快遞被送出，預計

見》，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快遞業包裝要實現三大目

2018年還能成長至490億件左右。中國國家郵政局數據統

標：綠色化、減量化、可循環，並於2020年讓可分解的綠

計，2016年中國消耗的快遞包裹超過313億個，可以鋪滿

色包裝材料應用比率提高到50％。

40萬座足球場。一年寄送400億件快遞，讓中國大陸連續
第四年榮登全球快遞大國寶座，年快遞量約占全球總量的

發佈《快遞封裝用品》國家標準 減少白色污染

45％。

中國新修訂發佈的《快遞封裝用品》系列國家標
準，要求快遞包裝袋宜採用生物降解塑膠，減少白色污

中國已有七家快遞公司上市

染（White Pollution，難分解的塑膠垃圾所造成的環境破

龐大的需求也催生出強大的快遞產業。截至去年底，

壞），降低了快遞封套用紙的定量要求，降低了塑膠薄膜

中國已有七家快遞公司上市，其中六家業者年營收超過人

類快遞包裝袋的厚度要求以及氣墊膜類快遞包裝袋、塑膠

民幣300億元。激烈的市場競爭還讓中國快遞「黑科技」

編織布類快遞包裝袋的定量要求。

不斷湧現，例如：智能化分撥中心、無人倉庫、無人機、

標準對於快遞包裝箱單雙瓦楞材料的選擇不再作出規

無人車的開發與應用。

定，只要材料符合耐

大陸歷年快遞量變化
天量快遞製造驚人垃圾
但天量快遞也製造出驚人的垃圾。寄送一件快遞必須
使用到快遞單、塑膠袋、膠帶、紙箱、泡綿等，而為了
減少商品在運輸中出現碰撞或損害，以贏得買家的「好
評」，多數商家在快遞包裝上多傾向於「寧多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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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 華

歐盟移民離開英國．創10年最高紀錄
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9月為止，一年之內約有13萬歐盟移民離開英國，創下
了近1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來自歐盟國家以外的移民數量卻正在上升。
著英國選擇脫離歐盟，據英國官方統計，截至去年

隨

學生，當中人

9月，一年內約有13萬歐盟移民離開英國，創2008年

數最多的是中國

以來新高。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英國2017年的歐

學生，多達8萬

盟淨移民人口數（入境移民減去出境移民）為9萬人，是

8456人。

過去5年內最低。而入境英國的歐盟移民當中，以「找工
作」為由入境的人數也減少。
相較下，來自非歐盟國家的移民人數仍呈現上升趨

英國國家統
計局公布的最新
數字顯示，2016

勢，代表英國人口持續成長。從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

年10月至2017年9月，中國進入英國的留學生接近9萬人，

有28萬5000名非歐盟移民來到英國，8萬人離開。這一年

占40％，中國留學生人數自從2013年起就一直排在首位。

中，英國的非歐盟移民人數淨增20萬5000人，是過去6年

統計局估計，因為留學進入英國的所有長期移民中，

來最高。BBC分析指出，這是因為有越來越多人選擇英國

近四分之三是非歐盟人，有大約11.3萬人，比此前一年增

求學，也有可能是企業越來越難從歐盟找到員工，迫使他

加了2.6萬人，恢復到2016年年初的水平。

們朝外攬才。
整體而言，英國同期淨移民人口數估計下降2萬9000

英國脫歐：歐洲年輕人想去哪工作？

人，來到24萬4000人，其中包括12萬5000名英國人離境，

根據會計公司BDO今年1月發佈的一份針對一萬多名

7萬3000人返國。這項數字仍遠高於英國政府目標。保守

勞動者展開的調查，在歐洲人最渴望的工作地排行榜上，

黨在2010、2015和2017年提出的執政計畫中，都將淨移民

英國已經跌出前六名，表明英國脫歐對該國經濟的未來

人數目標設定為每年10萬人以下。

產生了壓力。2012年，英國還並列第二位，但此後被加拿

ONS（英國國家統計署Ofﬁ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數
據也顯示，2017年有14萬1302人申請成為英國公民，較前
一年增加8％。在這當中，定居在英國的歐盟公民申請人
數增加，從2016年的1萬5460人倍增為3萬8528人。
此外，英國2017年共核發16萬5131份工作簽證，較前
一年增加1％。其中5127份是高技術移民簽證（Tier 1），

大、澳大利亞、德國、瑞士和西班牙超過。與之相比，美
國的國際遊客雖然減少，但依然保持第一。
約有四分之一的歐洲受訪者將美國列入工作調動目的
地的前三位，儘管該國的受歡迎程度也比往年出現輕微下
滑——較2012年減少5％。從全球來看，美國仍然排名第
一，但將其列為首選地的受訪者比例從34％下降到30％。

增加13％；9萬4247份是一般工作簽證（Tier 2），增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稱，從經濟角度看，英國未來

1％；4萬864份是國際學生實習簽證（Tier 5），減少3％。

幾年將面臨一系列與英國脫歐相關的挑戰。這項公投結果
已經影響了國內需求，疲軟的英鎊推高了物價，削弱了購

英四成留學生來自中國
短期留學除外，英國2017年共核發22萬3536份學生簽
證，年增8％，過半數（53％）是中國大陸、美國和印度

買力。而考慮到全球經濟活力十足，企業投資的增速已經
低於預期。所有這些都會對一個國家在外國勞動者心目中
的吸引力產生負面影響。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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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
兩岸聚焦

大陸惠台31條措施
將掀新西進效應
國台辦在二月底推出惠台31條措施，涵蓋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育、文化、醫
療、影視等多領域，是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惠台行動，勢必影響深遠，也將造成台灣新西進效應。
台辦於2月28日記者會上，整合教育部、科技部、

國

為台胞在中國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相同待遇

民政部、財政部等多部會，共同宣佈31項惠台政策

另19項利台措施涉及逐步為台胞在中國學習、創業、

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此

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人相同待遇，主要包括向台胞開放

31項條文，涵蓋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育、

一百三十四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台胞可申請參與「千人

文化、醫療、影視等多領域，強調會尊重台灣地區的社

計畫」、「萬人計畫」及包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多項基

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調，率先讓台灣人民分享大陸發展

金，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和評獎項目、榮

機遇，擴大經濟文化交流，逐步為台生、台商、台灣人民

譽稱號評選，加入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與大陸

在中國大陸的就學、創業、就業、生活與中國大陸居民享

扶貧、公益等基層工作。放寬台灣影視、圖書等市場准入

有同等待遇。這是春節後，中共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開幕

限制。

前，對台政策的開春第一砲。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表示，31條措施有三項特點。一
是圍繞國家重大行動計畫和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二是

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
惠台措施共31項，前12項和台商有關，以積極促進在
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

量身訂製，提出針對性強的解決辦法；三是涵蓋財稅、用
地、金融、就業、教育、文化、醫療、影視等多領域，開
放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涉及部門之多，都前所未有。

待遇為主，主要包括明確台商參與「中國製造二○二五」
行動計畫，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符合條件的台商享受

全方位磁吸效應

高新技術企業減按百分之十五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

這項惠台政策超越先前《服貿》的範圍，預料將產生

費用加計扣除；台商也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

全方位磁吸效應，對台灣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重點就是

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享有

爭取更多台灣高新技術企業和人才，到大陸不僅是投資，

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

而且能夠在大陸落地生根設立研發總部。

此外，還明確台資企業用地、繼續在中西部和東北地

從投資面來看，台灣先天在資源上極端缺乏，企業界

區設立兩岸產業合作園，推進台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台

抱怨台灣缺水、電、土地與勞工。此次大陸針對台商最關

資農業企業可享受的相關政策，並支持兩岸業者在小額支

切的土地與稅負提供超級優惠，具有吸引力，預估將引發

付、徵信服務、銀團貸款等方面深化金融合作。此外，開

新一波台商西進潮。

放台商公平參與政府採購；台商可透過合資合作、併購重
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教育方面，台灣年輕人長期面臨低薪困境，大陸近
年薪資水準已迎頭趕上。大陸惠台措施開放台灣民眾可
參加大陸的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以及「千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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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萬人計畫」，台灣科研、企業在大陸註冊的獨立

府會有很大支持。對運輸費用較高的產業來說，如果要從

法人，可參與大陸重點研發計畫。近年台灣許多教師面臨

沿海運輸到內陸，其成本相當高，若能在中西部、東北地

失業危機，大陸此時提出惠台措施，勢必掀起一股青年與

區設廠，就近提供，對於降低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相當

教師的西進潮。

有幫助，是一大吸引力。

在文化方面，這次惠台措施全面開放台灣人士參與大
陸廣播電視節目、電影、電視劇製作，不受數量限制；

金融人才恐出走

兩岸合拍電影的各種限制，紛紛取消。台灣傑出的演藝人

國台辦就台灣金融業釋利多，其中公民營銀行特別看

員，沒有人能夠忽視大陸13億的市場。大陸如此大規模的

重兩岸徵信機構合作議題，一致認同有助提升授信、聯貸

開放，對台灣的演藝人員是很大吸引力。

安全，但也擔心個資外洩，分寸拿捏還待兩岸協商。金管

大陸展現對台灣「軟吸引」手腕，必將掀起台灣各方

會主管指出，有關信用資訊合作涉及《個資法》，要審慎
評估，但雙方可利用現行監理合作平台接洽協商。

面人才西進潮。

期貨公會表示，金融業在大陸始終是管制嚴格的產

31條惠台措施，吸引台商赴陸發展

業，如今大門洞開，無疑是要把台灣金融業人才吸走。大

部分台商強調，此次措施不只讓台企可用特許經營方

陸近年積極發展「期權商品」，也就是台灣所謂的「選擇

式，參與大陸相關基礎建設，還鼓勵台商前進大陸中西

權」，迫切需要台灣選擇權的發展經驗，台灣內部又面臨

部、東北地區所設兩岸產業合作區，有效解決台商過去進

市場大打價格戰、營業員業績壓力大等問題，人才外流在

入「一帶一路」門檻過高問題，讓台商真正能搭上一帶一

所難免。

路順風車。而相關舉措，也會吸引大批台青選擇前往大陸
發展。

開放經費申請，向年輕學者招手

有資深台商表示，對實體經濟的台商來說，這些惠台

對於大陸教育惠台政策，國內大學校長表示，這些措

措施相當有幫助，而且力度遠超以往。尤其是高新企業的

施是跳過官方直接向台灣年輕人示好，可能造成台灣高教

稅收優惠政策，原本稅率
是25％，但現在台企也可

▼這些惠台政策超越先前《服貿》的範圍，預料將產生全方位磁吸效應，對台灣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重點
就是爭取更多台灣高新技術企業和人才，到大陸不僅是投資，而且能夠在大陸落地生根設立研發總部。

依法享受10％減免優惠，
亦即只要15％的企業所得
稅，這是相當大的利多。
另外，台商現在也可以參
與大陸政府、國營企業的
招標，自然增加許多商
機。
針對中西部、東北地
區設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
區，有台商則表示，現在
大陸地方的土地取得比較
不容易，如果有好的投資
案在大西部開發這塊，政

第三十七期∣2018∣華商世界

9

Taiwan Strait
兩岸聚焦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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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投資

．台資企業可以特許經營方式參與能源、交通、水利、環保、市政公用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
．台資企業可公平參與政府採購。
．台資企業可通過合資合作、併購重組等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製改革。
．台企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劃適用與大陸企業同等政策。支持台商來大陸投資設立高端製造、智能
製造、綠色製造等企業並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相應享受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持政策。
．繼續在中西部、東北地區設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鼓勵台資企業向中西部、東北地區轉移並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拓展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大力推進台商投資區和兩岸環保產業合作示範基地建設。

土地稅率優惠

．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適用相關用地政策。對集約用地的鼓勵類台商投資工業項目優先供應土地，在確
定土地出讓底價時，可按不低於所在地土地等別相對應大陸工業用地出讓最低價標準的70％執行。
．幫助和支持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依法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
除，設在大陸的研發中心採購大陸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等稅收優惠政策。
．台資農業企業可與大陸農業企業同等享受農機購置補貼、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等農業支持政策和優惠措
施。

金融

．台灣金融機構、商家可與中國銀聯及大陸非銀行支付機構依法合規開展合作，為台灣同胞提供便捷的小額
支付服務。
．台灣徵信機構可與大陸徵信機構開展合作，為兩岸同胞和企業提供徵信服務。
．台資銀行可與大陸同業協作，通過銀團貸款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

教育

．台灣同胞可報名參加 53 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 81 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 （《向台灣居民開
放的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目錄》附後，具體執業辦法由有關部門另行製定）。
．台 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千人計劃」。在大陸工作的台灣專業人才，可申請參與國家「萬人計
劃」。
．台灣同胞可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
金項目。具體辦法由相關主管部門製定。
．為方便台灣同胞在大陸應聘工作，推動各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做好系統升級，支持使用台胞證
註冊登錄。
．鼓勵台灣教師來大陸高校任教，其在台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
．在台灣已獲取相應資格的台灣同胞在大陸申請證券、期貨、基金從業資格時，只需通過大陸法律法規考
試，無需參加專業知識考試。
．台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在大陸註冊的獨立法人，可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申報，享受
與大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受聘於在大陸註冊的獨立法人的台灣地區科研人員，可作為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 （課題） 負責人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人員同等政策。對台灣地區知識產權在大
陸轉化的，可參照執行大陸知識產權激勵政策。

文化

．鼓勵台灣同胞參與中華經典誦讀工程、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等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支持台灣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參與大陸在海外舉辦的感知中國、中國文化年
（節）、歡樂春節等品牌活動，參加「中華文化走出去」計劃。符合條件的兩岸文化項目可納入海外中國
文化中心項目資源庫。
．支持中華慈善獎、梅花獎、金鷹獎等經濟科技文化社會領域各類評獎項目提名涵蓋台灣地區。在大陸工作
的台灣同胞可參加當地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技術能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評選。
．對台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同時段進口的台灣圖書可優先辦理相關手續。
．鼓勵台灣同胞加入大陸經濟、科技、文化、藝術類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加相關活動。
．支持鼓勵兩岸教育文化科研機構開展中國文化、歷史、民族等領域研究和成果應用。

影視

．台灣人士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和電影、電視劇製作可不受數量限制。
．大陸電影發行機構、廣播電視台、視聽網站和有線電視網引進台灣生產的電影、電視劇不做數量限制。
．放寬兩岸合拍電影、電視劇在主創人員比例、大陸元素、投資比例等方面的限制；取消收取兩岸電影合拍
立項申報費用；縮短兩岸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故事梗概的審批時限。

公益

．台灣地區從事兩岸民間交流的機構可申請兩岸交流基金項目。
．鼓勵台灣同胞和相關社團參與大陸扶貧、支教、公益、社區建設等基層工作。

醫療

．在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位的台灣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學習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
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試。
．取得大陸醫師資格證書的台灣同胞，可按照相關規定在大陸申請執業註冊。
．符合條件的台灣醫師，可通過認定方式獲得大陸醫師資格。符合條件的台灣醫師，可按照相關規定在大陸
申請註冊短期行醫，期滿後可重新辦理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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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圖變動。兩岸官方陷入僵局，大陸就藉由民間交流，來
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現在愈來愈多台灣年輕學者到大陸
大學任教，如果未來他們申請研究經費的標準跟陸籍教師
一樣，那會有很大吸引力，造成更多台灣人才外流大陸。
這次的惠台政策似乎要開放讓台灣的大學到大陸設置
獨立法人，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如果台灣的大學可到大
陸設置學校法人，同時可收大陸人、台灣人及世界各國的
學生，那將對台灣高教有重大影響。

大陸宣布對台影視利多
在惠台31條中，對台灣影視方面釋出3項利多。由於
台灣藝人參與大陸的綜藝節目、戲劇與電影，可望不再受
人數比例的限制，等於對台灣演藝圈全面開放。此外，這

▲大陸對台灣人才具一定的吸引力，不僅語言沒有隔閡，文化面也相對

對台灣演藝圈來說不僅是利多，也是增加就業的好機會。

其他國家能適應。近年大陸也不斷透過各項政策等方式，吸引台灣人赴

台灣演藝圈日漸式微，胃納量不夠，就像其他產業，活水

陸發展。

來自於對岸市場，演出不受限，等於給台灣演藝人員更多

北京清華、上海復旦等校念書。 除就學外，大陸推動多項

舞台。大陸的「軟吸引」，勢必會更多人才往對岸去。

創新創業政策，在深圳就吸引很多台灣年輕人。
過去有人統計台灣年輕人有62％願赴國際工作，包括

台灣低薪、沒發展 人才外流更加嚴重
大陸對台灣人才具一定的吸引力，不僅語言沒有隔
閡，文化面也相對其他國家能適應。近年大陸也不斷透過

去大陸發展，主因就是台灣低薪、沒發展機會，台灣政府
須對症下藥，若不解決這兩項問題，人才外流就很難減
緩。

增設孵化器、加速器、優惠政策等方式，吸引台灣人赴陸
發展。

政策轉向：從投資台灣，轉為吸引台胞西進赴陸

前工研院知識經濟暨競爭力中心主任杜紫宸指出，這

台灣學者指出，大陸在兩岸「官不通」的情況下，對

對以大陸當地為發展主體的企業來說，是一大利多，而

台政策已轉向，不再單方面對台投放資源，而是在大陸準

對將核心價值留在台灣的上市櫃公司，卻有人才流失的

備好紅利吸引台胞前來競爭。

隱憂。杜紫宸強調，人才與企業發展息息相關，過去20年

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蘇起表示，台灣要建立防衛機

來，各國都向台灣人才招手，像是早期的微軟、惠普等，

制、要提防都太晚了，此31條措施，是「很大的吸心大

後來的Google、臉書來台發展、設研發中心，就是希望訓

法」，會被吸去的還是會被吸去。尤其中年人、青年人，

練一批人，未來到大陸為其打江山。

面臨現實考量，加上台灣現在經濟不好，就業環境差。過

杜紫宸直言，國台辦這政策對台商轉型、民眾就業的
影響力度挺大。

去一年台灣社會分裂得很厲害，人心渙散，「為淵驅魚，
為叢驅雀」，碰到吸心大法來，抵抗力很弱。

大陸很有計畫在拉攏台灣年輕人及產業至大陸就學就

大陸祭出31項惠台措施，此舉對台灣大學教師、科研

業，包括去年啟動的「一代一線」，台灣人才恐面臨掏

人員、企業研發人員形成巨大吸引力，將形成新的「西進

空。以去年「一代一線」（年輕一代、基層一線）來說，

效應」。台灣政府應該創造有競爭力的企業，創造跟大陸

在台灣學測均標以上就可申請大陸大學，讓台灣學生可到

同等環境，才能吸引企業和人才留在台灣。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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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麗 國
的環保政策
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政策的重點始終放在GDP成長，也成就了世界經濟奇

中

蹟，但在生態環境和國民健康上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因此，近年以「綠水青山就是

金山銀山」的理念，積極建設「美麗中國」。
2018年1月1日，大陸施行第一部綠色稅制——「環境保護稅法」，以及「新版水污染
防治法」。4月1日是環保稅的首個徵期，認定環保稅納稅人將有26萬多戶。
去年12月底，昆山、珠海等地環保限產令行動讓台商風聲鶴唳，也讓台商見識大陸進
入新時代後，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與立場。因應全球及大陸的環保政策，台商應積極轉型
升級，以創新模式，邁向智慧製造，才能立足於全球。
各國陸續公布禁售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表，以及發表新能源車和電動
車的發展大計，電動車的已成趨勢。中國是全球最大汽車市場，且自2019
年起，在中國生產汽車的外企，必須確保有10％是新能源汽車。因此，各
國車商，紛紛投資電動車，以搶攻中國市場。
中國大陸真是要拋開過去的唯GDP主義，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
下，決心引領經濟邁向「高質量GDP」前進了。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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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7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

中

的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中，重申中國的創新、協

八五(1990-1995)

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同年10月，習近平主

九五(1996-2000)

席於十九大的報告中，針對環境保護諸多著墨，當中包括

十五(2001-2005)

明確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

十一五(2006-2010)

今年3月舉行的「兩會」，延伸十九大架構細節規劃，以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扶貧和防治汙染」視為改革發
展的三大攻堅戰。這些訊息都在傳遞中國堅持綠色發展與

1,307

中國環保投資金額
單位：億元人民幣

3,448
7000
153,00
41,700

十二五(2011-2015)

∥

十三五(2016-2020)
資料來源：人民網、中國環保部

76,000

繪圖／陳忠民

生態文明的強烈信號。
兆人民幣，發展重點將由環境汙染控制，轉向環境質量改

美麗中國——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善，如汙染土壤與和水資源修復與整治等，另外，大力推

千年大計

廣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均讓環保及相關產業潛力大增。

中國正漸趨重視環境污染的問題，且擁有將未來的經

去年底，中國大陸為改善空氣品質推行「煤改氣」

濟發展重心逐漸轉移向低污染產業的決心。如習近平主席

政策，產生華北「氣荒」事件，預估未來5年冬季，這類

於十九大會議上說明，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狀況可能反覆上演，另外，為了治空汙，過去一年許多企

的千年大計，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

業都有因為環保檢查停工的經驗，其中也包括不少台商在

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

內。

麗中國」。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基本實現美麗中國的具體時
間節點為2035年。

第一個綠色稅制，2018元旦開徵環境保護稅
2017年，中國發布了《國家環境保護標準“十三五”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在中國轉型力促高質量GDP之餘，挑戰自然也不少。
面對如何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的問題，早在12年

發展規劃》、《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生活垃圾分
類制度實施方案》等數十個重磅政策，已經成為環保政策
爆發年。

前，習近平在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間，就提出「綠水青

2018年1月1日起，中國新一批規定施行，包括「環境

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綠水青山可帶來金山銀山，

保護稅法」及「新版水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稅法」

但金山銀山卻買不到綠水青山。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既會

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體現綠色稅制的單行稅法。中國財稅專

產生矛盾，又可辯證統一。」環境如水，發展似舟。水能

家指出，開徵環境保護稅，有利於強化稅收調控作用，形

載舟，亦能覆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科學論斷闡

成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

述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舟水關系」。

環境保護稅法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體現綠色稅制、推進

十九大後，中國明確環保方針，全力實踐「綠水青山

生態文明建設的單行稅法。目前，各地已明確環保稅適用

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環保要求不單影響個別企業，也

稅額標準，做好開徵工作。根據《環境保護稅法》要求，

牽動整體產業環境，對於某些產業或企業將會提高成本，

應稅大氣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污染當量1.2元至12元人民

經營變數大增，但對另一些產業則可能是重大契機。

幣，水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污染當量1.4元至14元人民
幣。具體適用稅額的確定和調整，可由地方人大常委會在

十三五期間，中國環保投資將達15兆人民幣
預計「十三五」期間，中國環保產業投資額將超過15

法定稅額幅度內決定。
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為在中國領域和中國管轄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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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

開徵環保稅，年徵收達500億人民幣

生產經營者。該規定表明：不直接向環境排放應稅污染物

2018年1月1日起，《環境保護稅法》上路。各地基本

的，不繳納環境保護稅；居民個人不屬於納稅人，不用繳

上已作好開徵準備工作，確定適用稅額標準，業內人士預

納環境保護稅。

估，環保稅一旦開徵，年徵收或達到500億人民幣，其中

此外，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國家對重點

大氣汙染物和水汙染物排放企業受影響最大。

水污染物排放實施總量控制制度，對超過重點水污染物排

依據《環保稅法》規定，排放汙染物的企業體和經營

放總量控制指標或者未完成水環境質量改善目標的地區，

者為納稅方，應稅汙染物主要是大氣和水汙染物、固體廢

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約

物和噪聲。大氣汙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汙染當量1.2元至12

談該地區人民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並暫停審批新增重點水

元，水汙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汙染當量1.4元至14元。具體

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

稅額由地方人大常委會在幅度內決定。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環境保護稅實

除了黑龍江和西藏等省分暫無明確數據，目前大陸各

施有利於實現中國的減碳目標，獲得良好的資源節約、環

省分已相繼公布了本地的環保稅具體適用稅額。部分省分

境保護效應；同時，也有利於鼓勵和刺激企業探索和利用

將適用稅額確定在幅度下限。其中，北京市決定，北京應

節能、環保和低碳技術，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發展方

稅大氣汙染物適用標準為每當量12元，水汙染物適用標準

式轉變。

為每當量14元。鄰近北京的河北省規定，與北京市相鄰的

環保稅法上路後，中國各地對空污、污水徵收標準
名稱
北京
天津
河北
江蘇
河南
四川
重慶
湖南
貴州
廣東
廣西
山西
上海

大氣污染物稅額
(元/每污染當量)
12
10
4.8～9.6
4.8～8.4
4.8
3.9
2.4
2.4
2.4
1.8
1.8
1.8
1.2
(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分別為6.65元、
7.6元)

水污染物稅額
(元/每污染當量)
14
12
5.6～11.2
5.6～8.4
5.6
2.8
3.0
3.0
2.8
2.8
2.8
2.1
1.4
(化學需氧量、氨氮
稅額分別為5.0元、
4.8元)
1.4(化學需氧量、
氨氮、總鉛、總
汞、總鉻、總鎘、
總砷為3.0元)

山東

1.2(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每為6元)

浙江

1.2
(鉻酸霧、汞及其化
合物、鉛及其化合
物、鎘及其化合物
為1.8元)

1.4
(總鉛、總汞、總
鉻、總鎘、總砷為
1.8元)

1.2

1.4

遼寧、吉林、黑龍江、
安徽、湖北、江西、
福建、陝西等

註：污染當量為計算排放的汙水、廢氣、廢棄物、廢土中含有污
染的質量單位(通常以公斤表示)，有固定計算方法，數值越
高，代表對環境有害程度越高。
單位：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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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縣市區執行較高稅額標準，大氣汙染物每汙染當量9.6
元，水汙染物每汙染當量11.2元，其他地區執行相對較低
的稅額標準。此外，吉林、山東、江西、湖南、福建、廣
東、雲南、新疆等地，也制定高低不等的稅額標準。
環保稅實行的是定額稅率，多排多繳，少排少繳。影
響較大企業，包括大氣汙染物排放企業如黑色金屬冶煉及
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
工業，化工，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等。水汙染物排
放企業包括化工、造紙、醫藥、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
壓延加工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發酵和釀造、製革業等。
因各地適用稅率不同，各個行業、企業在不同的省分
需要繳納的環保稅額也不一樣。以山西某年產值5000萬元
為基準的中型類製造企業為例，其年環保稅額約為30萬至
70萬元，如果類似企業在山東稅額較高，可能會達到60萬
至105萬元。

環保稅4月1日迎接首個徵期，認定納稅人26萬多戶
環境保護稅法是中國第一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單行
稅法，2018年1月1日施行，也意味著施行了近40年的排污
收費制度退出歷史舞臺。與此同時，在稅收徵管方面，環
境保護費改稅後，徵收部門由環保部門改為稅務機關、環

保部門配合，將開啟「企業申報、稅務徵收、環保監測、

系實施，生成各地區綠色發展指數。2017年8月，國家統

信息共享」的稅收徵管模式。

計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環境保護部、中央組織部會同有

按照稅法規定，環保稅是按季申報，因此，4月1日迎
來環保稅的首個徵期。能否確保首個徵期平穩順利，是關
係到環境保護費稅制度轉換成功落地的關鍵。
國家稅務總局指出，根據環保部門移交的汙染源

關部門，共同完成了首次生態文明建設年度評價工作，綜
合評價各地區綠色發展總體狀況。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地方官員進行績效考核時，環
境治理的重要性更勝以往。

基本資訊和排汙費繳納資料，識別認定環保稅納稅人26萬
多戶，完成納稅人基礎資訊採集，各地稅務機關已陸續完
成網路報稅系統與金稅三期核心徵管系統的聯調測試，確
保首個徵期納稅人能足不出戶進行網上申報。

決心引領經濟邁向「高質量GDP」前進
從去今年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的理念，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來
「建設美麗中國」，加上今年《環境保護稅法》、新版

官員績效考核，綠色發展指數成指標
去年年底，國家統計局發佈《2016年生態文明建設年
度評價結果公報》，首次公佈了2016年度各省份綠色發展

《水汙染防治法》等系列環保新政的推行，中國大陸的經
濟施政理念正在進行巨大的轉變，這次是徹底要來改善環
境生態。

指數，採用碳排放、人均可支配收入等55項評價指標進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政策的重點始終放在

行計算。排名前5位的地區分別為北京、福建、浙江、上

GDP成長，過去數十年飛快發展，成就世界經濟奇蹟，但

海、重慶。

在生態環境和國民健康上也付出龐大的代價。過去雖然

根據2016年中辦、國辦印發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

曾經多次提出要環保及注重生態，但其實並未大刀闊斧執

價考核辦法》，中國將對各省區市實行年度評價、五年考

行，今年，中國大陸真是要拋開過去的唯GDP主義，在經

核機制，以考核結果作為黨政領導綜合考核評價、幹部獎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顧下，決心引領經濟邁向「高質量

懲任免的重要依據。其中，年度評價按照綠色發展指標體

GDP」前進了。 華

▼除了黑龍江和西藏等省分暫無明確數據，目前大陸各省分已相繼公布了本地的環保稅具體適用稅額。部分省分將適用稅額確定在幅度下限。其中，
北京市決定，北京應稅大氣汙染物適用標準為每當量12元，水汙染物適用標準為每當量14元。圖為北京密雲黑龍潭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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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議題下台商的挑戰
昆山、珠海等地限產令、以及環保稅法上路，大陸官方執行環保要求的行動讓台商風聲鶴唳，
也讓台商見識大陸進入新時代後，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與立場。
應嚴重的霾害，中國大陸採取鐵腕政策，要求京津

方執行環保要求的行動讓台商風聲鶴唳，也讓台商見識了

冀及周邊地區施行史上最嚴停工令，希望去年10月

大陸進入新時代後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與立場。

因

至今年3月間，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下降15％以上，北
京市的目標為下降25％以上，影響所及，水泥建材全面停
產，鋼鐵業全面限產50％，衝擊非常大。

江蘇有大陸最大工業企業群聚，減少空汙排放壓力大
江蘇的製造業居大陸之首，在大陸經濟戰略重心由高
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著重環境保護、減少空汙排放之

昆山、珠海等地限產令，讓台商風聲鶴唳
為了整治吳淞江流域水質，昆山、珠海等地，於去
年12月 24日以整治水質污染為由，曾宣布沿岸270家工廠

際，承受的壓力也很大。江蘇擁有全大陸最大的規模以上
（年營收2千萬人民幣）工業企業群聚，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3.5兆人民幣，總量居全大陸之首。

（270家名單中，有一半台商以及外商、陸資企業）停產

因此，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3月6日召開全體

17天，台商包括富士康、日月光、台玻、南亞等都在影響

會議，回應去年底為減排而強制關停廠的舉動。省經濟和

範圍內，由於衝擊層面非常大，這項停產令後來宣布暫

信息化委員會主任謝志成表示，減排政策對內資、外資都

緩，但所有工廠都收到了「廢棄物必須減排50％」的行政

是一視同仁，推進這些政策時都要聽取他們的意見，跟他

命令，業界認為實施停工令是「早晚的事」，因此已有部

們溝通，不是下個通知就要他們搬遷。此外，因為江蘇的

分台商相繼採取自行停產或遷廠等行動。

排放總量已是全國平均的五到六倍，面對這種高強度的排

昆山治汙雖然被當地政府叫停，但短時間內大陸各地
方政府掀起治污減排動員令，就連雄踞東莞多年的知名台

放，江蘇省委省政府不得不下決心，有所作為。但他強
調，政府對於內資和台外商，都是一視同仁。

企台升傢俱，也驚傳受環保政策影響而停產。
繼昆山後，珠海市政府亦祭出限產令，勒令重點工業

張志軍會台商，促高汙企業轉型

企業於2017年12月26日至29日需限產限排3天。大陸對於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去年底，在「全國台協會長座

治汙減排的要求愈來愈嚴，連同位於製造業重鎮長江三角

談會」致詞時提到昆山治汙事件，表示將「予以高度重

洲的台廠，凡涉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業者，恐將

視、想辦法解決」。他表示，對汙染防治採取有效措施的

首當其衝。

同時，也將保障企業合法經營權益，但他提醒，大陸的經

昆山、珠海等地限產令、以及環保稅法上路，大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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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量轉質」是未

來大陸發展重點，傳統過去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採質量第
一，效率優先，並提到「高耗能、高汙染、高排放別再上
來，否則當地政府必須被問責」。
台商表示，大陸對治污工作是相當急迫的，目前已影
響到發電廠、鋼鐵產業、工業、水泥等產業。以昆山事件
來看，未來地方政府為符合法規對水質的要求，類似事件
一定還會再有。大陸這幾年針對空（氣）、水（質）、廢
（器物）、土（壤）污染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全方位
執行治污。在大陸「人治」的背景下，執行力度會逐步增
強。無論在哪個領域產業的台商都會被影響。如沒有準備
好因應對策，沒配合大陸法規決心及成本預算，將無法抵

▲大陸對於治汙減排的要求愈來愈嚴，連同位於製造業重鎮長江三角洲
的台廠，凡涉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業者，恐將首當其衝。

擋越來越嚴的環保政策。
貴，在大陸從事製造業，挑戰只會愈來愈嚴峻。再加上陸

在大陸經營，只有「遵守規定」和「開源節流」

企的崛起，始終停留在勞力密集舊思維的台商，面對各種

大陸近兩年發動一連串環保攻堅戰，面對長期綠色發

競爭壓力，的確很難在當地生存下去。再來，台灣投資環

展趨勢，要在大陸繼續經營，只有「遵守規定」和「開源

境惡化，根留台灣不易，再加上兩岸冷對抗，折損大陸台

節流」。台商指出，要符合大陸愈來愈嚴格的環保要求，

商競爭力與兩岸貿易合作，新南向也變難向，台商在大陸

務必得投入大筆資金去增添設備，具相當財力的大企業才

及全球版圖布局越來越艱辛。

能熬過這波環保戰，中小廠商前途堪慮。近年已有不少

台商自1990年代前仆後繼到中國大陸投資，利用中國

台、日、韓等外資因大陸環保執法而離去，不少本土廠商

大陸低廉工資與土地，賺取大量利益；然而，空氣、河川

也難倖存。

與土地都被汙染，也危害到民眾的健康。這樣犧牲環境，
把內部成本外部化，由社會大眾承擔的發展路徑已落伍，
不僅在中國大陸行不通，在台灣更不被接受。即使台商離

台商面臨的雙向挑戰
台商也面臨雙向挑戰：首先，大陸近幾年在人口紅利

開大陸跑到越南、印尼，過幾年還是會遇到相同的事。

消失，環保法規日趨嚴格，各省市的基本工資也不斷調

兩岸台商的轉型升級要靠自己，要以創新的方式變得更環

漲，導致人力成本節節上升，加上土地取得成本也日益昂

保，更有效率，邁向智慧製造。 華

大陸昆山「限污令」近期現況
時間

內容

2017.12.25

．因吳松江水質未達標，昆山市政府急令沿江270家企業停產3周，其中台商佔近半數，包括南亞、台玻、研
華、富士康等，引發台商反彈。

2017.12.26

．限污令引發兩岸台商圈震撼，昆山台辦表示，為避免企業造成大影響，全面限污令已喊停。

2017.12.27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四川出席「全國台協會長座談會」提到昆山治污事件，呼籲台商「不要只顧低頭拉
車、更要抬頭看路」。

2017.12.28

．昆山市政府與企業代表會商，常務副市長金銘強調，不會再有類似全面停產事件但不排有局部或分類停產或
減產的可能。

2018.01.23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昆山與台商會談時強調，會想辦法把台商的問題往上報，盡力解決。

2018.03.06

．江蘇省長吳政隆強調，今年要通通清除劣V類水體斷面。

註：《地表水環境品質標準》規定中國的地表水按功能高低分為五類：I、II、III、IV、V。類別越高，水質越差，劣V類水，污染程度已
超過V類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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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投資電動車
搶攻中國市場
各國陸續公布禁售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表，以及發表新能源車和電動車的發展大計，電動車的
已成趨勢。中國是全球最大汽車市場，且自2019年起，在中國生產汽車的外企，必須確保有10％是
新能源汽車。因此，各國車商，紛紛投資電動車，以搶攻中國市場。
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布「2018全球汽車產業

運，因此宣布將在2020年前讓柴油車從巴黎絕跡。顯見未

未來趨勢報告」顯示，全球汽車產業未來的5大轉

來電動車市場的成長性可期。

依

型趨勢之一就是「電動化」，「無排放」將是全球性的倡

中國是全球最大汽車市場，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

議，未來用來充電車輛的電力將來自再生能源，以確保人

計，2017年銷售量成長3.04％至2887.89萬輛，連續9年蟬

類的移動不排放二氧化碳。報告也提出，至2030年，55％

聯全球第1，且今年更上看2998萬輛。截至2016年底，中

新車都是電動車。

國境內有近2億輛汽車，在資源、能源和環境等方面均帶
來沉重的壓力。因此，汽車產業的低碳、電動與智慧化發
展，將促使中國本土與全球汽車製造商朝電動車市場邁

各國公布禁售燃油車時間表
為減緩氣候暖化與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世界各國積極
發展零碳交通，並陸續公布禁售燃油車時間表。

進，不僅減少空汙，更有助於中國達成降低石油進口的目
標。

英國政府則宣布2040年起停售柴、汽油車，且最快在

中國也計畫在 2020 年達成電動車年銷量 200 萬輛的

2020年就會對柴油車加重課稅。德國、荷蘭及挪威等國家

目標。新能源和智慧網路的佈局，是發展電動車的推進

計畫在2025年前禁止汽柴油車路權。印度政府擬定法案，

力。中國正在研究禁售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表。這意味，

在2030年後，國內銷售車輛必須為電動車。法國計畫在

中國將加入不少國家未來15∼25年逐漸淘汰汽柴油汽車的

2040年禁售汽油與柴油車，首都巴黎將主辦2024年夏季奧

趨勢，也可能顛覆這個每年規模逾4700億美元的全球最大

世界主要國家禁售燃油車時程
國家

汽車市場。

時程

553款油耗不達標的車型宣布停產

挪威

四主要政黨同意2025年起禁售燃油車

荷蘭

勞工黨提案於2025年起禁售燃油車

印度

2030年起僅售電動車

英國

2040年起禁售燃油汽車

553款油耗不達標的車型宣布停產令；二是電動車免購置

德國

2030年起禁售內燃汽機車

稅再延3年。這兩項政策對中國的機動車市場可謂翻天覆

法國

2040年起禁售燃油汽車

中國

禁售燃油車計畫研擬中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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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日發布兩項對機動車產業重大政策，一是對

地，將徹底扭轉整體機動車產業樣貌，連帶也讓中國能源
產業大翻轉。

近7年中國汽車銷售量
時間(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汽車銷售(萬輛)
1850.5
1930.6
2198.4
2349.2
2459.8
2802.8
2887.9

資料來源：中汽協

為遏阻地球暖化、改善中國空汙與產業升級轉型，油

思德（Scott Kennedy）說「對於汽車製造商來說，電動汽
車都是無法盈利的。所以這是一個政府支持才能發展的產
業。」
北京在2009年開始進行了兩輪推廣電動車技術的政策
導向。第一輪從2009年到2014年的五年期間，主要為電動
車研發提供資金和為生產商提供補貼。全球評級機構惠譽
（Fitch）的數字顯示，中國電動汽車平均補貼水準僅次於
挪威，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耗不達標的車型即宣布停產令，其意義是以國家的政策幫

第二輪政策導向從2015年到2017年，除了繼續進行第

助車廠淘汰落後產品。這553個車款牽涉141家車廠，不只

一輪中的所有刺激政策，還包括要求外國企業與中國公司

本土車廠、合資車廠，連進口車都列入規範，包含德、日

進行合資，硬性要求汽車生產商每年至少生產5％至10％

國際名廠都將受規範，這一紙通知讓中國本土機動車輛升

的電動汽車，以及在全國修建電動汽車充電樁。

級。

根據CSIS的統計，從2009年到2017年，中國政府在新
能源汽車方面的投入達到3237億人民幣，占本國新能源汽

至2020年底，新能源汽車免徵10％「車輛購置稅」

車總體銷量金額的35％。中國於2015年將電動車列入《中

除了553車款油耗不達標應停產的宣布，另個大動作

國製造2025》工業發展戰略規劃中，迄今已提供80億美元

是新能源汽車購買稅免徵繼續實施3年，即自2018年1月1

補貼。接下來還要砸近千億人民幣擴大充電樁網路，預計

日至2020年12月31日，繼續對新能源汽車免徵10％「車輛

到2020年中國將有480萬個充電樁。

購置稅」。為推動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中國在2014年8月

▼在2014年優惠政策實施當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僅7.85萬輛，至去

宣布，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底，購置新能源汽車免徵

年已增至79.4萬輛，3年時間成長超過10倍，且自2015年以來，中國新能

車輛購置稅。該項優惠政策也被視為中國新能源汽車快速

源車產、銷量均居全球第一，預計今年可以突破100萬輛。

成長的催化劑。
在2014年優惠政策實施當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
僅7.85萬輛，至去年已增至79.4萬輛，3年時間成長超過10
倍，且自2015年以來，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均居全球第
一，預計今年可以突破100萬輛。如今該政策再次展延3
年，預料將使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更加壯大。
中國新能源汽車已連續3年產銷位居全球首位，截至
去年年底，累計推廣新能源汽車總量逾180萬輛，去年產
銷增長更高逾50％。

電動汽車是「中國製造2025」產業政策一環
電動汽車是「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
產業政策的一部分。北京希望截止2025年在10個高科技產
業擁有跨國大型企業，電動汽車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華盛
頓智庫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副主任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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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能源汽車銷售量達77.7萬輛
擁有龐大中產階級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
銷售市場。2014年開始中國電動汽車的銷售量猛增，到了
2017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發展強勁，產銷分別達到79.4萬
輛和77.7萬輛，年增率分別為53.8％和53.3％，產銷量年增
分別提高2.1和0.3個百分點。2017年大陸新能源汽車市場
占比為2.7％，比上年提高了0.9個百分點。銷量佔全球銷
量一半，目前全中國大陸電動汽車保有量約150萬輛。
新能源汽車作為戰略性新興行業，其投資帶動作用正
在顯現。根據已獲批新建純電動乘用車企業投資規模與
能規劃，總投資額約328億元、規劃 能91萬輛，則每萬輛
能投資額約3.6億元。按照2016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
發展報告》對投資規模的計算方法，預計到2020年新能源

▲中國新能源汽車已連續3年產銷位居全球首位，截至去年年底，累計
推廣新能源汽車總量逾180萬輛，去年產銷增長更高逾50％。

汽車將達到200萬輛產能，可以帶動包括新能源整車、動

路線上。如通用、福特、戴姆勒、寶馬、大眾等都提出了

力電池、電機和充電樁建設的直接投資規模1.43萬億元。

新能源汽車發展中長期規劃，預計2018年，新車型將大批

雖然有來自市場和政府的雙重支持，中國的新能源汽

湧現。

車行業還是面臨挑戰。中共官方宣布從2020年開始逐步取

此外，中國宣布自2019年起，在中國生產汽車的外

消對電動汽車的慷慨補貼，迫使汽車製造商在沒有補貼的

企，必須確保其中有10％是新能源汽車，若無法完成配

情況下設法盈利，而電動車目前的發動機技術使得生產商

額，可能被趕出中國市場。

無法盈利，必須依靠政府補貼才能使得企業有動力進行生
產和研發。

因此，汽車製造商連日來相繼發表電動車投資計畫，
使近來全球車廠宣布的電動車投資總額累積達920億美

中國去年新車的

元，其中多數將投入中國市場。920億美元當中有多達520

銷售量超過2400萬

億美元來自德國車廠，包括福斯近日宣布的400億美元電

輛，位居世界第一，

動車投資計畫。中國汽車製造商合計將投資210億美元，

80

如今全力發展電動

其餘190億美元來自美國業者。

60

車，掛牌數在去年成

儘管去年全球汽車銷售量9,000萬台中只有不到1％是

40

長53％。中國政府積

電動車，就連高居電動車市場領導地位的特斯拉（Tesla）

20

極建立電動車的產業

去年銷售量也只有10萬台，但各家車廠依舊認為布局電動

鏈，目的是成為全

車市刻不容緩。

大陸新能源車銷量
100

0

單位：萬輛

2014

2016

100

2018
（年）

註：2017年、2018年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新聞整理

球電動車工業的領導

由於中國先前宣布新法規，要求汽車製造商自2019年

者，並減少對進口石

起達到政府要求的電動車產量配額。因此，福特、戴姆

油的依賴。

勒、福斯、通用等汽車大廠，通通宣布投入資金發展電動
車，以進入中國市場。除了各家業者看好中國電動車需求

920億美元投資電動車，車商搶攻中國市場
新能源汽車在全球已進入快速發展期，全球各大車企
已將產業戰略重心轉移到以新能源汽車為核心的新型技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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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歐美政府減碳政策也對汽車製造商形成壓力，再加
上傳統車廠不甘心讓特斯拉專美於前，皆促成這波電動車
投資潮。

吉利入主戴姆勒，瞄準新能源汽車領域豐富技術

中國製造汽車 5大出口國

中國自主品牌汽車最近在全球布局上動作頻頻。繼長

—2017中國製汽車主要出口國

城汽車與德國寶馬（BMW）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後，中國
最大的民營汽車企業吉利集團宣布斥資90億美元，收購德

（萬輛）

20

自主品牌如
奇瑞、華晨
、江淮及東
峰等

國賓士汽車母公司戴姆勒集團9.69％具有表決權的股份，
正式躋身成為戴姆勒最大股東。
這 是 吉 利 汽 車 收 購 富 豪 （ Vo l v o ） 汽 車 、 寶 騰

15
10

以國際汽車
品牌為主

（Proton）、英國跑蓮花（Lotus）等知名汽車品牌股權後
最新的購併案，也是中國企業在西方汽車工業中最大手筆

5

投資。外界認為，吉利此次大手筆收購戴姆勒集團股份，

0

瞄準的就是戴姆勒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豐富技術儲備。
至於入股戴姆勒的原因，主要還是站在技術制高點的

伊朗

孟加拉 墨西哥

美國

智利

註：孟加拉為SUV ﹔伊朗、墨西哥為轎車
資料來源：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

戰略考量。在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未來世界傳統汽車行
業只有2∼3家企業能活下來，誰能屆時占領技術制高點，

爭，今年一月中，福斯汽車（VW）宣布，計畫開始將中

誰就是勝利者。而戴姆勒是全球汽車領導者，在電動化、

國合資廠製造的汽車，出口到東南亞。福斯透露，這只是

智慧化、無人駕駛與共用出行各領域都是引領者，從戰略

第一步，其他新興市場也將跟隨。明年，福特（Ford）的

協同的角度，戴姆勒與吉利、沃爾沃產生協同效應，這是

房車Focus，也將移至中國生產，並出口到美國。

吉利入股戴姆勒的一大原因。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最新公布的數據，中國去年全

吉利入股戴姆勒，標誌著這家中國汽車製造商進一步

年的汽車出口量為89.1萬輛，成長25.8％，雖然未達2012

進軍歐洲，吉利還希望在明年借助其全電動汽車品牌Lynk

年的出口高峰，但出口的國家區域，已不只是過去的非洲

& Co打開歐洲市場。

或開發中國家而已，前五大出口國，居然包括汽車產業最
發達的美國。

歐美汽車大廠 進入「中國製造」時代

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國，但汽車市場成長速

隨著中國政府公佈2025年電動汽車銷售量要達到20％

度已放緩，去年銷售成長率僅3％，各家品牌要為其多餘

的目標，國際汽車大廠紛紛湧進中國市場。除了寶馬之

的產能尋找出路，但這趨勢透露出的另一個訊息則是，中

外，美國汽車大廠福特（Ford）也將投資中國眾泰汽車，

國的工廠，已經加入國際汽車品牌的全球分工體系。 華

發展新型的電動車。
根據台灣商業週刊之報導，Volvo自
2010年賣給中國的吉利汽車以來，一直保
持獨立經營，以維持其歐洲血統的高貴品

▼中國自主品牌汽車最近在全球布局上動作頻頻。繼長
城汽車與德國寶馬（BMW）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後，中
國最大的民營汽車收購德國賓士汽車母公司戴姆勒集團
9.69％具有表決權的股份，正式躋身
成為戴姆勒最大股東。

牌形象。但為了擴大中國市場、降低成
本，也得積極在中國建廠。
除了Volvo，
其他車廠也有動
作。為了能在東
南亞與日本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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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進口鋼鋁課重稅
開啟兩岸交流的大門
恐將引爆全球貿易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進口鋼鐵與鋁材分別開徵25％與10％的關稅。若各國對美國發動報
復，將可能演變成全球貿易戰。
對中國製造大量鋼鐵製品，導致全球價格下滑，美

面

「全球貿易地圖」（Global Trade Atlas）顯示，去年美國

國總統特朗普不惜掀起全球貿易戰，在美國時間3

的前10大鋼鐵供應國，依序為加拿大、巴西、南韓、墨西

月8日簽署總統文告，對進口鋼鐵與鋁材分別開徵25％與

哥、俄羅斯、土耳其、日本，台灣、德國和印度。

10％的關稅，15天後生效。不過原本全面課徵的強硬立場

迄至去年9月止，加拿大與巴西在美國鋼鐵進口總量

鬆動，基於國家安全對加拿大、墨西哥或其他友邦網開一

的占比，分別為16％、13％，台灣以4％位居第8，這10大

面，加、墨將享有30天豁免期，似有意藉此施壓兩國在重

供應國就包辦美國鋼鐵進口量的78％。儘管中國是世界最

啟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上讓步。

大鋼鐵生產國，囊括全球一半鋼鐵產能，但中國輸入美國

此舉立即引發國際抨擊，歐盟等多個國家並揚言對美

的鋼鐵量，連前10大都排不上，僅位列第11，與華府老早

國採取報復行動。對鋼鋁加徵關稅是迄今特朗普實施「美

限制中國鋼鐵進口有關。整體來看，加拿大或成特朗普政

國優先」貿易政策力度最大的作為。

府此次進口關稅調整的最大受害國。

美國此次措施依據的是《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

此外，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指出，2013至2016

條，即允許以國家安全為由實施進口限制。一旦美方啟動

年間，對美出口鋁材的前3名是加拿大（56％）、俄羅斯

進口限制，將是自1982年禁止利比亞產原油進口以來的首

（8％）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7％），第4名才是中國。

次，是極為罕見的措施。

U.S. Steel Imports - Top 10 Sources
YTD 2017 - Percent of Volume

加拿大將成為進口關稅調整下最大受害國
雖然白宮一直指責中國對美進行不公平貿易，一般認
為是衝著被控傾銷的中國而來，但美國開徵鋼鐵稅後，首
當其衝的8個鋼鐵出口國之中並未包含中國。
美國是全球最大鋼材進口國。美國鋼鐵進口量是出口

Brazil
13%
Rest of World
22%

Mexico
9%

Top 10
Sources
78%

Canada
16%

Japan
5%

織（ITO）資料，美國從全球逾100個國家進口鋼材，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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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9%

India
2%

量的4倍，而進口量又有持續擴大之勢。根據國際貿易組
8國就囊括進口總量的四分之三。調研機構IHS旗下資料庫

South Korea
10%

Source:IHS Global Trade Atlas
YTD through September 2017

Germany
3%

Taiwan
4%

Turkey
7%

中國可能對美國企業開刀以作報復
關稅威脅已經導致美中、美歐關係緊張。中國外交部

美國懲罰性關稅

長王毅表示，貿易戰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中方必將

對進口鋼材課徵25%、進口鋁材課徵
10%關稅

做出必要反應。

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可能豁免

中國去年從美國進口價值124億美元的大豆作為豬飼
料，中國往年都依賴美國大豆，以壓低飼料價格，使需求
量高的豬肉能保持低價。限制美國大豆進口固然會影響中
國飼料市場，但因農業改革、豬肉供應回升和全球糧食過
剩等因素，中國食品價格過去幾年一直是負成長。而限制
美國大豆進口將直接衝擊美國中西部的農民。
《紐約時報》認為，美國企業也可能成為中國報復的
對象。中國先前已有輿論建議拿蘋果公司、飛機製造商波

歐洲報復性關稅
計畫對下述商品課徵25%關稅
美製襯衫、牛仔褲、化妝品和其他民生
消費品及機車、遊樂船等，價值約10億
歐元。
美進口柳橙汁、波本威士忌、玉米及其
他農產品，價值約9.51億歐元。
美進口鋼材及其他工業產品，價值約
8.54億歐元
資料來源：彭博新聞

音等美國企業開刀，政府可透過鼓勵消費者抵制、突擊檢
查、拒發許可證等手段打擊美國企業。

特朗普回應威脅對歐盟進口車徵稅

另外，中國持有1.2兆美元美國國債，是美國最大債權

在歐盟等多國揚言要實施報復性關稅後，特朗普更威

國。外媒報導，由於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北京正考慮放緩

脅要對歐盟的進口車徵稅。目前歐盟向美國製汽車徵收

或停止購買美國國債。若中方拋售美債，唯此舉將導致美

10％的關稅，美國向歐洲車課2.5％的關稅。

元貶值，削弱中國商品的海外競爭力。

美國是歐盟汽車的最大出口市場，2016年歐盟輸出市
價1920億歐元的汽車，大宗輸往美國（25％），其次為

歐盟的回應最為強硬

中國大陸（16％）。美國2017年進口205億美元的德國轎

除了中國，包括歐盟、德國、加拿大，甚至是美國國

車。與美國無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的汽車大多會被美國徵收

內的行業協會，都跳出來指責特朗普的新關稅措施「製造

2.5％的關稅，小貨車則徵收25％的關稅。歐盟根據WTO

混亂」。

規定向進口車徵收10％的關稅。

歐盟的回應最為強硬。歐盟主席容克稱，美國宣布將

德國負責逾半數的歐洲車出口，因此美國實施新關稅

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稅是「公然干預」，「歐盟

將打擊德國汽車產業。不過德國汽車製造商每年在美國生

將作出堅定的、與美方行為相稱的回應，以捍衛歐盟利

產數十萬輛汽車，德國官員表示這些車廠提供許多特朗普

益」。根據容克的說法，歐盟委員會將在未來幾天提出一

期待的就業機會。

項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相符的應對措施，以平衡美國的最

特朗普去年1月也曾威脅要向歐洲車課35％的關稅，

新舉措。歐盟主管貿易執委馬姆斯壯表示，正考慮採取

他當時點名寶馬（BMW）、戴姆勒（Daimler）和福斯汽

「防禦性關稅」，防止鋼、鋁品湧入歐盟，加重歐盟鋼鐵

車集團（Volkswagen），最後並未實施。

業的壓力。
歐盟將有「快速、堅定、符合比例」的反制措施，

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鋼鐵供給來源

點名美國進口的波本威士忌（Bourbon）、哈雷機車、

特朗普的威脅也讓美國最大的鋁材和鋼材供應國加拿

Levi’s牛仔褲為首波目標，進行課徵進口稅。另有報導

大跳腳。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鋼鐵供給來源，政府官員強

指出，歐盟可能對價值35億美元的美國商品，課徵25％關

調無法接受美國的作法。加國外長方慧蘭則指出，該國一

稅，以達與美貿易「再平衡」。

直是美國國防工業「安全且可信賴」的原料供應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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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任何與加拿大的貿易視為國家安全威脅，都是不

洲正尋求出口到美國的鋼鐵與鋁製品能豁免這項關稅。韓

恰當的」。她更指出，「加拿大比全球所有國家購買更多

國政府則指出，在美方最終關稅計畫未確定前，將繼續與

美國鋼材，占美國出口的一半」，美方因此坐擁20億美元

美國官員對話。南韓對美鋼鐵出口名列第三，僅次於加拿

的貿易順差。

大和巴西。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也表示，在課稅計
畫的相關細節還沒有出爐前，日本會持續向美方表明，他

巴西將採因應措施

們的鋼鋁產品並未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

巴西工總認為，特朗普宣布的措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規則，而巴西鋼鐵和鋁出口將因此分別虧損30

若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舉措，將引發貿易戰

億美元和1.44億美元。巴西政府將採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來

康乃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警告，被美

因應美國的決定，包括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爭端、解決爭

國徵收鋼鋁製品關稅的國家，恐怕將採取外科手術式攻擊

議；如果勝利，巴西將有權進行報復。聲明指出，在採取

（surgical strike）作為報復，意味他們也會針對特定美製

這些措施時，美國至少會違反3項世貿組織規則，「美國

產品課稅。拿美國前兩大鋼鐵進口國加拿大與巴西來說，

政府單方面採取措施，未遵守採取貿易防禦措施的調查規

加拿大可能拿美國汽車與相關零件開刀，巴西則鎖定美國

則，歧視外國產品而非美國產品，並將進口稅額擴大到超

進口的精煉石油及醫藥品課重稅。

過該國自己在世貿組織規定的稅率。」

分析師指出，課關稅並非貿易戰的徵兆，但若其他國

巴西工總認為，美國鋼鐵行業等問題是全世界產品供

家採取報復舉措，可能引發貿易戰；此外，高關稅可能造

應過剩的情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所有生產國之間的多邊

成美國成長放緩與加劇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除了擔心他

談判。

國的報復舉措，也可能對大量使用鋼、鋁製品的產業造成
影響，如汽車產業等。面對各國的反彈，經濟學者指出，

澳韓日相繼反對
澳洲貿易部長喬博（Steven Ciobo）認為，徵收相關關

這項措施將使外國對美國出口品進行報復，使國內製造品
價格上漲，並使全球貿易的政治環境惡化。

稅只會扭曲全球貿易，並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他還補充澳
▼特朗普此舉獲美國鋼鋁業歡迎，但使用鋼鋁的企業如汽車業、啤酒
業、食品包裝業等，已憂心成本增加、影響銷售，終致裁員。

中國崛起影響獲益，逼美出手
英國廣播公司（BBC）編輯阿哈邁德分析，中國的崛
起，打破二戰後美國從原有自由貿易體系獲益的規則，因
此美方才出手反制。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利益源於其他國
家成功的經濟發展、成為美國產品的客戶，因此建立自由
貿易規則。但現在中國經濟崛起，在全球貿易競爭中展現
實力。在特朗普看來，國家計劃、知識產權盜竊和出口補
貼，是全球貿易中被拿來對付美國的新武器，因此如果美
國沒有得到「公平互惠的交易」，就要進行反制。

金融市場恐暴跌4成
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對鋼鐵和鋁開徵進口關稅，使全
球股市上周劇烈波動，外界擔心，恐引發全球貿易大戰，
美國資產管理業者GMO資產配置和已開發固定收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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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Ben Inker）預測，如果全球爆發貿易戰，金融市場

美國汽車和卡車製造業而言，鋼材和鋁都至關重要，而徵

將暴跌40％。

收關稅則會大幅推高汽車價格，讓美國汽車業的競爭力更

他表示，貿易戰沒有贏家，從貿易戰對通膨、貨幣政

加落後。

策和經濟成長的影響來看，對投資人而言，目前貿易戰帶

專家表示，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全球鋼鐵及鋁產

來的危險或許是近代史上最大。 美國對鋼鐵和鋁開徵關

品課徵高關稅，美國想藉此打壓中國等經貿競爭對手，但

稅，將使美國鋼鐵和鋁生產商獲利增加，這是唯一利多，

此舉未傷敵先傷己，新關稅恐已為美國帶來了新的危機。

但美國鋼鐵和鋁產能不太可能因此大幅提高，這些產業工

首先，美國對全球鋼及鋁產品課徵高關稅，首當其衝

作不太可能大增。

的正是美國經濟。美國製造業需要來自全球大量的鋼、鋁
材原料，一旦進口關稅增高，勢必加重這些行業的成本，

對美國企業造成衝擊
高盛已發布一份全面批評特朗普國安關稅計畫的報
告，警告這項措施可能全面推升生產成本，從啤酒、巧克

連帶終端商品的售價也跟著飆升，不但讓美國因此面臨更
為嚴重的通膨壓力，更讓特朗普一再高喊的「強美元」政
策成為一大諷刺。

力到iPhone等美國民眾日常消費品的製造商都將受衝擊。

再來，多年來美國致力於建立全球貿易體系，但特朗

高盛指出，通用和福特獲利將嚴重損失，因為鋼鐵是兩家

普的新關稅政策，等於是由美國帶頭破壞這一全球貿易體

公司生產汽車的主要原料，「根據2017年生產組合，假如

系，這意味著美國要與全球各國在經貿領域內為敵，包括

對鋼鐵課徵25％關稅，轉換成鋼價以同樣幅度上漲，對這

中國、日本、歐盟在內的大國及經濟體，屆時各國也以國

兩家汽車廠的衝擊各為10億美元，約各占去年調整後營利

家安全為由大搞關稅壁壘，最終美國的經濟還是難逃全球

的12％及7％」。

貿易戰的苦果。由此看來，特朗普祭出新關稅政策，恐怕

其他許多產業也將受衝擊，包括依賴鋁做罐頭、包裝

才是美國真正的風險所在。 華

及泡殼包裝的啤酒、軟性飲料、糖果、罐裝湯品，甚至是
製藥業與許多電子產品。彭博行業研究指出，容器及包裝

美國特朗普政府近期貿易保護措施

占美國鋁消費的18％。對個別產業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實施
計畫細節，例如蘋果許多裝置邊框都是鋼材或鋁材，若課
稅範圍僅限原物料，對蘋果的影響就微不足道，但若適用

適用法條

《貿易法》
第201條款
(防衛措施調查)

《貿易擴張法》
第232條款
(國安調查)

產品

進口太陽能電
池與模組、洗
衣機

進口鋼材、鋁材

智慧財產權、
技術轉移

進度

總統特訪普1月
22批准調查報
告建議，23日
簽署此案。

總統特訪普3月8
日簽署命令

USTR預計近期
向特朗普提出
建議

採取做法

對進口太陽能
設備與洗衣機
課以重稅，並
對進口洗衣機
實施進口配額
限制。

對鋼鐵課稅25%
關稅、對鋁材課
徵10%關稅等

暫停執行特定
貿易協定下的
義務、課徵關
稅、採行限制
措施。

《貿易法》
第301條款

於成品，知名蘋果分析師孟斯特估算，蘋果的Mac電腦及
iPhone成本將增加多達0.2％。

美國相關產業憂心忡忡
特朗普此舉獲美國鋼鋁業歡迎，但使用鋼鋁的企業如
汽車業、啤酒業、食品包裝業等，已憂心成本增加、提
高售價、影響銷售，終致裁員。但真正驚恐的應是美國農
業，因為他國對美的貿易報復往往第一個鎖定美國玉米、
黃豆。美國逾半的黃豆銷往中國，2016年對中國的黃豆出
口值達142億美元。
美國國際汽車經銷商協會（AIADA）質疑，特朗普宣
布鋼鐵和鋁關稅的時間點實在是「糟糕透頂」。因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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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CPTPP
對抗保護主義和貿易戰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11個會員國在3月8日於智利聖地牙哥完成協定簽
署。這是美國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由TPP其他會員國共同建構五億人市場的
巨大經濟體，若各國國內批准程序順利，協議可望提前在今年內生效。

去

CPTPP——5億人口經濟體

First）主義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TPP

CPTPP簽署儀式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由澳洲、汶

一度胎死腹中。日前TPP重新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

進展協定」（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秘魯、新加坡及越南，11個國家共同簽署。新的CPTPP

for Trans-Paciﬁc Partnership ，CPTPP），由11個會員國重新

形成5億人口的市場，覆蓋12.4兆美元的GDP，占全球的

翻修以降關稅，並於3月8日簽署。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同

13.5％，是非常巨大的經濟體，雖然少了美國的26.5％，

日簽署鋼鋁關稅公告，11國釋出對抗保護主義和貿易戰的

但仍比歐洲聯盟單一市場更有競爭力。

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了「美國優先」（America

強烈訊息，將有能力向中國施壓採取市場改革措施或應遵
守西方商業規則。

此外，CPTPP也是紐西蘭與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與
秘魯等四國所簽訂的第一個FTA。

▼馬來西亞在CPTPP中，將從加拿大，秘魯和墨西哥等新市場得到新的

智利外交部表示：「CPTPP將為其他區域經濟整合協

出口通路，馬來西亞的棕櫚油，橡膠和電子產品出口商將會是最大贏

定，甚至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家。

（APEC）的未來談判建立新標準。」
2016年2月，美國在內的12國簽署TPP，原本TPP是美
國前歐巴馬政府「亞洲再平衡」戰略一環，十二國經濟占
全球GDP38.2％，但去年特朗普就任總統第四天就簽署行
政命令，為追求「美國優先」而退出此協定。

CPTPP最大經濟國——日本
各國一致認為日本為CPTPP中最大經濟國，八成的
事務談判會議皆在日本舉行，日本方表示將戰略性擴展
CPTPP，若能讓有興趣加入的台灣及南韓參與，將能牽制
目前主導亞洲區經濟秩序的中國，而這也必須看日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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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如何活運此協定。

11之內，和台灣、韓國一樣被列為「有意加入」的第二批

因此，CPTPP在日本主導下繼續推進，有利於抗衡中

申請成員，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估計，一旦加入，

國崛起及主導的亞太經濟秩序和政治影響力；該協定旨在

泰國的實際受益將遠高於目前的CPTPP協議，甚至高於原

消除成員國間工業和農產品關稅，去年此十一國貿易總額

版的TPP協議。

達3560億美元。
TPP-11發表「TPP成員國部長聲明」，澳洲、紐西
蘭、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秘

「內政改革」是CPTPP對11成員國的要求，若是能形
成明顯改善，就能獲得更好的回饋，像秘魯，越南，墨西
哥可望因參與簽署而讓內政有效改革。

魯、新加坡和越南再次確認去年二月簽署之TPP結論、戰

CPTPP生效後，將啟動擴大成員國和地區的談判，目

略和經濟意義，將擔起協定的「核心要素」；CPTPP將會

前台灣、泰國、南韓、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英國、

繼續TPP的高標準、全面平衡及完整性，保障成員在商業

哥倫比亞等國有意參與；特朗普政府也表示，考慮在取得

等利益、維護既有的管理權利，並展現各成員對開放市

更有利條件下重返。

場、對抗保護主義，及推進區域經濟融合的堅決支持。

隨著CPTPP正式生效，讓跨太平洋地區尤其被視為在
全球經濟裡最具發展動能的亞洲，得到一股新能量去推動

最終消除逾98％關稅

自由貿易，展示其對抗抵特朗普保護主義的決心。 華

CPTPP最終將消除成員國逾98％關稅，2016年簽署的
原TPP十二國關稅廢除內容全保留；規則領域中止修正廿

CPTPP會員國

二項條款，凍結原應美國要求的製藥業和科技智財權保護
規定，但仍維持部分智財權、勞工和環境規則。十一國部
長聯合聲明，CPTPP將為未來的廣泛經濟整合打下基礎，

美國

建立基於規則、具透明性的貿易體系。
加拿大

CPTPP只要其中六個成員國完成國內核准程序的六十
天後即可正式生效，協定中約定的削減關稅和貿易準則等

日本

美國

將開始適用實施。一些成員國表態，希望今年底前生效。
越南

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茂木敏充表示，CPTPP將成為亞太地區
自由公正的貿易規則，力爭儘早生效。日本也將在3月中

墨西哥

汶萊

旬向國會提交相關法案，可望6月底通過，屆時日本進口
的肉類、起司、葡萄酒等產品的價格將降低，日本產汽車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穆迪信評指出，新協議的經濟收益當然比原來版本來
的更小，尤其越南、日本的貿易機會減損最為明顯，但有
些國家反而從新的CPTPP得到好處，像馬來西亞、泰國。

■CPTPP 成員
■退出TPP

紐西蘭
CPTPP 相關數據

11 ratifying member states
Covers a combined GDP value of
of global trade volumes

14.9%

Removes tariffs on an estimated

馬來西亞在CPTPP中，將從加拿大，秘魯和墨西哥等

CPTPP countries

新市場得到新的出口通路，馬來西亞的棕櫚油，橡膠和電

Will provides access

子產品出口商將會是最大贏家。至於泰國，並不在CPTPP

智利

澳洲

等的關稅也將下降，對於出口業者是一大利多。

馬來西亞、泰國獲利最多

秘魯

GDP worth of

12.9%

of global and

95% of good traded between

500 million people with a combined
US$10 tr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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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擴及
北極圈 與 拉丁美洲
「一帶一路」政策去年寫入中共黨章，地位大躍升。今年一月，中國更將北極圈和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海地區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範圍，讓「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全球化，總面積達到約為
3,370萬平方公里之廣。目前，只剩美國、加拿大以及日本尚未涵蓋在這項計畫範圍內。
根士丹利在今年一月發布的研究報告中表示，2018

摩

入「一帶一路」倡議的範圍，讓「一帶一路」倡議成為全

至2020年期間，「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投資

球化，總面積達到約為3,370萬平方公里。「一帶一路」

每年將成長14％。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希望新建或升級現有公路、鐵路、港口和管線網路，現在

的投資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從2016年的8％上升至

只剩美國、加拿大以及日本還沒被涵蓋在這項計畫的範圍

12％。未來十年，中國的投資還將促使「一帶一路」沿線

內。

國家的進出口分別成長10％和5％。受惠最多的國家有馬
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俄羅斯、沙烏地、泰國和巴基斯

「一帶一路」全面延伸到拉丁美洲及拉勒比海地區
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

坦。

議今年一月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會議通過了《聖地

一帶一路政策寫入中共黨章，地位大躍升

亞哥宣言》、《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優先領

「一帶一路」是中國外交政策戰略的核心，去年10月

域）共同行動計劃（2019∼2021）》，並專門通過並發表

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將「一帶一路」政策寫

《「一帶一路」特別聲明》。中拉雙方都同意共同建設一

入中共黨章，使得「一帶一路」地位瞬間由國家政策提高

帶一路。在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建一帶一路進程中，拉美應

到黨的核心價值。專家認為，「一帶一路」地位的提升反

扮演重要角色。智利外長艾拉爾多·穆尼奧斯在聖地牙哥舉

應了中共對於外交政策的重視程度，也顯示其對於全球領

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現在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來到拉美

導能力的野心。

的最佳時機。
習近平主席給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開幕致賀信

倡議涵蓋範圍再增加兩大地區——北極圈和拉丁美洲

指出，「歷史上，我們的先輩劈波斬浪，遠涉重洋，開闢

今年1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在力促拉美與

了中拉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今天，我們要描繪共建一帶

加勒比海地區領袖，共建「跨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接

一路新藍圖，打造一條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之路，把中國大

著中國在同月26日宣布「冰上絲綢之路」，並首度發表北

陸和拉美兩塊富饒的土地更加緊密地聯通起來，開啟中拉

極政策白皮書。短短5天內，中國將拉丁美洲和北極圈納

關係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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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中國與拉美早已往來

經濟衰退，在2017年重新實現經濟增長。

早在16世紀中葉，「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就連接起

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提升拉美基礎設施水平，還為

中國與拉丁美洲。提起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人們

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帶給當地民眾實實在

的認知為古代中國與印度洋沿岸地區經濟文化交往的海上

在的獲得感。阿根廷重要糧食產區羅薩裏奧的糧農，可以

通道。其實，在同時期歐洲「新航路開闢」的背景下，一

利用中國幫助改造的鐵路，將糧食運送到布宜諾斯艾利斯

條被稱作「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的太平

港進而遠銷世界；在厄瓜多爾，用中國技術量身打造的國

洋航線，利用季風和洋流來往於菲律賓群島與美洲大陸之

家公共安全控制指揮係統讓民眾安全感倍增。

間，使得貿易全球化得以初步實現。這條航路中運載了大

中拉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和互聯互通，形成橫跨

量來自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堪稱十六世紀版的「太平洋

太平洋，連接拉美與亞洲的大通道。中國將支持拉美建

海上絲綢之路」。

設兩洋鐵路、兩洋隧道等關鍵通道，開闢更多海上和空中

當時，西班牙國力鼎盛，在完成對美洲的征服與殖民

航線。另外，中方將促進同地區各國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後，出於對「東方國度」的好奇以及商品的需求，1565年

培育中拉20億人口的大市場。「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

探險家安德烈斯．德．烏達內塔（Andrés de Urdaneta）率

計劃也將對接拉美，雙方可在航空航天、再生能源、人工

領一支航隊，在太平洋上開闢了這條延續長達250餘年的

智能等新興領域合作領域，搭建中拉網上絲綢之路和數字

貿易航路。1575年，西班牙的航隊因幫助中國艦船擺脫海

絲綢之路。拉美地區眾多優質農產品，通過「網上絲綢之

盜襲擾而獲得了明朝萬曆皇帝的允准，來到中國福建地區

路」和「數字絲綢之路」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消費者足不

訪問。因此，隨行的傳教士馬丁·德拉達的札記是最早記錄

出戶就能品嘗智利的車厘子、墨西哥的牛油果。

十六世紀中國的歐洲歷史文獻之一。

共建一帶一路構想延伸到拉美大陸，成為覆蓋各大

這條航路承擔東西方貿易往來的重要作用。西班牙
和美洲有充裕的貴金屬，中國有發達的商品
經濟，在經濟互補的情況下，多邊貿易取得

陸、連接各大洋、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

▼2017年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區對中國的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長了30％，中國對於拉美出口增
長貢獻最大。

發展。來自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絲綢、瓷器和
手工藝品通過該航路運往美洲以及歐洲；同
時，來自美洲的貴金屬、農作物、菸草等被
商船帶回亞洲，最終形成了「三洲兩洋」
（歐洲、亞洲、美洲；太平洋、大西洋）的
多邊貿易體系的雛形。

2017拉美對中貿易出口額增長30％
中拉共建「一帶一路」有著穩固的合作
基礎。2017年前11個月，中拉雙邊貿易額達
2337.6億美元，同比增長18.3％。美洲開發
銀行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拉美及加勒比地
區對中國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長30％，中國對
拉美出口增長貢獻最大。聯合國一份報告顯
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有望結束連續兩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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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家海洋局2017年5月發表南極政策白皮書，南極洲孤
懸公海，可由聯合國訂定《南極條約》規範各國和平利
用；但北冰洋與周邊幾個國家接壤，北極開發比南極更具
戰略價值，各大國競爭態勢也更加激烈。北極目前的權力
機構是「北極理事會」，包括6個接壤國家，及另13個非
北極國家為觀察員。中國申請入會遭拒3次，搬出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才在2013年獲准成為觀察員。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2012年在十八大提出「建設海洋
強國」，宣示投入北極事務，繼任總書記習近平以行動
落實「發展海洋強國」，把經營北極列入「一帶一路」藍
圖，北極航道被喻為「冰上絲綢之路」，短短幾年，投入
北極科考經費已近千億美元。

中國北極白皮書，要共建「冰上絲綢之路」

中國對外貿易貨物進出口90％依賴海運

全球氣候暖化，北極海冰面積近50年以每年1％的比

中國涉入北極事務，關鍵在北極航道影響太重大。中

率退縮，最壞的推估30年後北極將呈無冰狀態，除了是生

國對外貿易貨物進出口，90％依賴海運，現有東、南、

態大浩劫外，冰層下蘊藏的巨量資源、新出現的北極航

西3條航線，距離遙遠外，運河瓶頸，海盜出沒的危險水

道，都將成為周邊國家爭奪的焦點，目前已被形容為北冰

域，都大幅墊高航行成本；北極航道隨著冰層融解，每年

洋「新冷戰」。制訂北極政策、規範指導北極活動是各國

夏天可航行的天數漸次增加，2017年甚至有俄羅斯油輪無

通常作法，中國的近鄰日本、韓國，歐洲的英國、法國、

破冰船引導下東航至太平洋。

德國等國，都發布北極政策文件。隨著中國發布首份「中
國北極政策白皮書」，緊張態勢愈發升高。

北極航道開通後，對中國的意義尤其重大。上海以北
的港口，穿過白令海峽進入俄羅斯的東北航道，再接北極

中國一月發布首份「中國北極政策白皮書」，以「不

航道，抵達目的地荷蘭鹿特丹港；走其他3條航道都要近

缺席」及「不干預」兩大綱領，表明要與各國合作借北極

40天，北極航道可以省1/3時間、哩程、燃料、通行費、保

航道共建「冰上絲綢之路（Arctic Silk Road）」，推動北

險費，航行成本大幅降低。

極油氣、礦產、漁業、旅遊等發展。
白皮書內容表示，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下，北

與北極圈一帶國家積極合作

極問題已超出北極國家間問題和區域問題的範疇，涉及

中國近年在北極活動日益頻繁，除派出多艘科學考察

北極域外國家的利益和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是北

船赴北極圈勘探外，還與俄國合作開闢北極航道，而「冰

極事務的重要利益攸關方，是陸上最接近北極圈的國家之

上絲綢之路」的倡議也在極力拉攏沿北極圈一帶國家。據

一。北極的自然狀況及其變化對中國的氣候系統和生態環

各家媒體資料顯示，中國在2017年北方海航道破冰引航增

境有直接影響，進而關係到中國在農業、林業、漁業、海

加20％。十年來俄國北極地區中國旅客數量增加了9倍。

洋等領域的經濟利益。」

中國在北極的政、經、旅遊等活動都有增加趨勢。
中國在北極的發展，除了在俄羅斯的亞馬爾液化

南北兩極已納入中國發展戰略
中國近年來把參與南北兩極的管理納入發展戰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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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專案外，北極地區最大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市
（Arkhangelsk）的深水港口改造工程，中國企業也參與其

中。中俄北極開發合作已取得積極進展。兩國交通部門正

「一帶一路」倡議覆蓋全球大部分地區的歷程

在商談《中俄極地水域海事合作諒解備忘錄》，不斷完善

時間

北極開發合作的政策和法律基礎。此外，兩國企業積極開

2013年9月

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納提出以陸
路為基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

2013年10月

習近平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進一步提出「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

2015年3月

「一帶一路」行動計畫吸納了南亞、印度
洋、南太平洋和地中海。

2017年6月

《「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強調要
建設三條橫跨歐洲、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
「藍色經濟通道」

2018年1月22日

習近平提出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建設「太平
洋海上絲綢之路」

2018年1月26日

中國北極政策白皮書提出「冰上絲綢之路」

展北極地區的油氣勘探開發合作，商談北極航道沿線的交
通基礎設施建設。
以俄羅斯在北極地區開展規模最大的國際能源合作項
目亞馬爾液化天然氣專案為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參與運作，截至2017年10月底，雙方已簽訂96％產量共計
1478萬噸液化天然氣長期銷售協議。
建造天然氣工廠需要的142塊模組中，包括中國石油
集團海洋工程等7家中國企業承攬了120個。專案建設及運

內

容

資料來源：彭博社Bloomberg

輸產品所用的30艘船舶中有7艘是中國製造，15艘天然氣
運輸船中的14艘由中國企業負責營運。
中國的「冰上絲綢之路」還延伸到冰島和芬蘭。2012
年中冰兩國簽署《中冰海洋和極地科技合作諒解備忘

相關合作。目前芬蘭正評估建設一條北冰洋海底光纜，
建設歐亞大陸間的海底絲綢之路。預計最快2020年建成
後，將成為連接歐洲和中國最快的資訊通道。

錄》，目前雙方極地合作主要集中在科研領域，由中國極
地研究中心和冰島研究中心聯合設立的極光觀測台將於今

「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共建三大藍色經濟通道

年投入使用，建成後將接納來自中國、冰島及其他各國的

中國國家發改委、國家海洋局聯合在2017年發布

科學家，為人類認識北極及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多貢獻。

《「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計劃與沿線國家

芬蘭北極中心表示，芬蘭積極鼓勵中國參與北極事務

合作建設三條藍色經濟通道。「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
作以中國沿海經濟帶為本，連接中國-中
南半島經濟走廊，經南海向西進入印度
洋，銜接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共同
建設中國-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藍色經濟通
道；經南海向南進入太平洋，共建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藍色經濟通道；積極推
動共建經北冰洋連接歐洲的藍色經濟通
道。
這是首次將北極航道明確定位成「一
帶一路」三大主要海上通道之一。冰上絲
綢之路有可能縮短中國到歐洲的最短航
線，比傳統航線縮短25％至55％。
依據美國智庫報告顯示，中國在北
緯60度以北地區的投資已經接近900億美
元，其中與北極有關的投資項目達21個，
價值超過10億美元。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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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獨角獸
已非必選

IPO

科技獨角獸Dropbox（美國線上儲存服務公司）及線上音樂串流服務業者Spotify，都將於今年申
請進行IPO（股票首次公開發行）。根據勤業2017年底發表「中美獨角獸研究報告」顯示，中美兩
國的獨角獸數量，就占據全球的八成。但並非所有的獨角獸企業都想要進行IPO。
網路儲存和資料管理為核心業務的美國雲端儲存服

以

求制定發行價格，並由承銷商按照發行價格開始向公眾股

務公司Dropbox將是今年科技股IPO（股票首次公開

東出售股票，公司發行成功（譬如超額認購），承銷商往

發行）的熱門焦點。創辦人Houston當年霸氣回絕Steven

往按抽成的方式獲取高額的仲介費，而且表面看起來越成

Jobs收購，如今已名列全球科技獨角獸十強。

功（譬如股價低超額認購，其實這種情況下公司吃了啞巴
虧），承銷商的費用越高。

Dropbox申請IPO，尋求籌資5億美元

Spotify踢開了承銷商可以避免承銷商壓低發行價格讓

Dropbox已正式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公司和創始人吃虧，節省一大筆券商費用，但是缺少這種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申請「股票首次公開

承銷機制就意味著上市沒有了傳統的開盤價格發現機制。

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尋求籌資5億美

根據紐交所的規定，這家瑞典公司聘請了摩根士丹利

元。據 Dealogic的數據資料顯示，這將是繼閱後即焚軟體

擔任財務顧問，以便在指定做市商確定紐交所開盤價時與

“Snapchat”母公司Snap去年3月上市以來，最大規模的科

其進行磋商。上市開盤價將由紐交所根據從證券經紀公司

技新創企業IPO。

收集的買賣訂單確定，買單與賣單在紐交所進行價格匹
配。指定做市商根據這些訂單的情況確定股票的開盤價。

Spotify採取無承銷商「直接上市」計劃

Spotify踢開承銷商會省去了承銷商壓價的擔憂並能節

音樂服務公司Spotify則選擇採取無承銷商「直接上

省一大筆承銷費用，但公司的股價波動表現必然更受關

市」計劃。採用「直接上市」模式，即不發行新股，只需

注，如果上市成功股價波動並不劇烈，料必有更多的獨角

簡單登記現有股票，即可在資本市場上自由交易。也就是

獸會考慮這種直接上市方式，更經濟地為苦苦期盼上市退

說，Spotify的公開上市其實並不是由公司發行新股，而是

出的投資人和員工等股東提供退出管道。

為公司現有股東提供流動性，讓投資人可以在公開市場出
售其所持公司股票。跟傳統IPO差異更大的是，這家公司

獨角獸市估值達10億美元以上的新創企業

上市公開交易（登記的現有）股票一腳踢開了作為保薦人

「獨角獸」（Unicorn）概念首先在 2013 年由美國風

的券商/投行，創新地採用一個無承銷商的公開上市方式。

險投資者 Aileen Lee 提出，她以獨角獸來代表在市面上估

由於沒有投行做承銷商，意味著就上市不會有一個傳

值達10億美元以上的新創企業，即代表這些公司非常稀有

統「詢價圈購」（bookbuilding）的流程，這種傳統的承

之意，因為當時的新創企業能夠擴張到市值10億美元的機

銷流程中承銷商根據機構投資者對首次公開上市的實際需

率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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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獨角獸上市意願走低

私人資本投入或併購，是資金到位主要來源

每個估值達到10億美元以上的互聯網、科技獨角獸企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獨角獸們不急於上市的另一個主

業，都會將IPO當做最後目標。但IPO已不再是科技創業家

因是私人資本的壯大。過去，企業普遍選擇在公開市場發

眼中成功的必要條件。「一旦穿上『上市公司』的衣服，

行股票，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央行都向市場注

就會多出許多綁手綁腳的規定，」。《Forbes》也整理出

入了大量流動性，貨幣寬鬆使私人資本的力量不斷擴大。

「為什麼科技公司不上市？」的幾大理由，簡單來說，就

過去企業需要IPO來募集資金，但現在，獨角獸們從私人

是公開發行對企業來說，愈來愈是「弊大於利」。

資本市場中就可以融到足夠多的錢，

上市本身對企業來說就是一種負擔。公開上市流程貴

此外，超大型科技企業正在形成巨大的「科技+資

又複雜，遵守美國國安會證監法更是一個巨大負擔。公

本」實力，他們的併購擴張正在改變科技創業領域的生

開上市會讓公司短期經營風險增加。新創公司一旦公開上

態。美國五大科技巨頭FAAMG（臉書、蘋果、亞馬遜、

市，經營細節就得攤開讓競爭對手看光光。而且，一旦公

微軟、谷歌）市值已經超過5000億美元，中國的騰訊和阿

開上市，就得稀釋經營者持股，企業暴露在被收購股權的

里巴巴也已突破5000億美元。這類企業都在進行快速的併

危機之下。

購擴張。超大型科技企業的觸角所到之處，雛形獨角獸公

除此之外，一旦上市，就要面對最難討好的股東—散

司就可能被併購。

戶們。他們希望能在短期獲利出場，且未必有耐心、理性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在1990年至1998

看待逐季發布的財務報表。矽谷穿戴式裝置業者Fitbit的遭

年間，由創投支持的成功公司中有50％實現了IPO，另外

遇就是一例。Fitbit發表新款智慧型手錶，遭投資人看衰，

50％則通過併購出售。近年來，併購的佔比已經擴大到

當日股價重挫11％。雖然事後這款手錶意外熱賣，Fitbit

90％左右。

至今穩坐行業龍頭寶座，但股價仍未回檔，僅有高點時的
32％。上市公司如要進行併購，往往是動輒得咎。不但受

2018科技獨角獸IPO，可望撥雲見日

公部門嚴格控管、且需經冗長審批，反而容易造成股價波

去年 37 家科技公司上市募資 125 億美元，遠高於

動引發爭議。由於新創科技往往還沒找到獲利模式，上市

2016 年 26 家公司募資 43 億美元，但仍遠不及 2014 年 62

公司做長期未來投資時，也常被質疑「侵害股東權益」。

家公司募集到 408.5 億美元。但今年科技公司上市的情況

還有一個原因讓科技公司裹足不前，那就是上市不再

可能會有所轉變，指出估值達100億美元，營收達10億美

代表能讓公司身價飆漲，大型上市公司的形象愈趨負面。

元的雲端儲存公司Dropbox預計於2018年中上市，可能會

投資人對新上市的科技公司信心不足，讓過高的估值

引發一波科技公司上市潮，有些市場觀察家認為，今年上

一一破滅，很多獨角獸企業在上市後過得並不容易。如熱

市的企業可能家數會較少，但規模會更大。

門行動支付業者Square去年上市前，估值六十億美元，但

美銀美林TMT資本市場業務的主管預測稱，2018年美

公開發行股票後才一天，市值就蒸發三分之一。更別提

國科技公司IPO數量將從去年約38家增至今年的50多家，

早年熱門社交遊戲業者Zynga，估值曾突破五百億美元，

而且2019年也會持續增多。據統計，2017年美國IPO數量

但如今股價只剩下兩塊美元。此外，圖片分享應用程式

上漲50％至160宗，融資總額達到350億美元，幾乎是2016

Snapchat母公司 Snap去年上市沒幾天股價隨即下跌，市場

年的2倍。

質疑商業模式是否有能力與Facebook競爭，另外一家餐飲

至2月底，已經公開招股書的（擬）上市公司中，包

食材配送公司Blue Apron Holdings上市不到兩個月股價腰

括小米生態鏈企業華米科技、百度旗下的愛奇藝和線上職

斬，被迫裁員6％。因此近兩年，不少獨角獸在公開上市

業教育公司「尚德機構」，還有聲名顯赫的獨角獸雲存儲

問題上，經常是卻步與拖延。

公司Dropbox以及全球炙手可熱的數位音樂公司Sp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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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傳言稱Lyft和社交網路Pinterest正在考慮公開發行股

多風險投資家預計今年將是自2014年以來籌資額度最好的

票。此外，Uber Technologies和Airbnb兩家最大的獨角獸也

一年，將會有更大的交易，尤其是像Dropbox這樣以企業

表示可能會在24個月內上市，最有可能的是在2019年。許

業務為中心的公司，這種公司數量更少。

全球頂尖獨角獸投資機構排行榜

01

＞
02 投資數    6
＝

＞
投資數    10
＝

＞
03 投資數    5
＝

投資機構

數量

投資機構

數量

投資機構

數量

紅杉資本

40

Insight Venture Partners

9

富士康

5

騰訊

30

鼎暉投資

9

Benchmark

5

Google

25

Andreessen Horowitz

8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5

美國華平投資集團

14

Founders Fund

8

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

5

淡馬錫

14

紀源資本

8

Greylock Partners

5

Accel Partners

14

KPCB

8

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

5
5

阿里巴巴

14

軟銀集團

7

KKR

IDG資本

13

Index Ventures

7

Lowercase Capital

5

百度

12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7

Technology Crossover Ventures

5

DST Global

12

SV Angel

7

Wellington Management

5

經緯創投

12

德豐傑

7

華晟資本

5

Khosla Ventures

11

高瓴資本

7

金沙江創投

5

啟明創投

11

高盛

7

萬達集團

5

老虎環球基金

10

順為資本

7

微軟

5

TPG

10

真格基金

7

小米科技

5

英特爾資本

6

中國平安

5

DCM

6

創新工廠

5

Iconiq Capital

6

北極光創投

5

貝塔斯曼
亞洲投資基金

6

中信產業基金

5

京東

6

螞蟻服金

6

資料來源：投中研究院  2017.06

FAMGA v.s. BATJ
中美兩國具有代表性的科技龍頭

騰訊
策略型投資數量全球第一
占全球總數12%

美國：FAMGA (Facebook，Amazon，Microsoft，Google & Apple)
中國：BATJ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

BATJ
35
30

BATJ投資中國國內公司為主
49%獨角獸有BATJ的支持

當前獨角獸投資數量

30
25

25

FAMGA
Google 透過旗下基金投資新創企業及獨
角獸階段的公司，其他則以收購為主，
如Facebook收購What’sap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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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僅投資一家獨角獸公司，但是加入
了軟銀願景基金，透過此基金進行5G時
代布局

許多獨角獸皆與醫療及其相關產業有著直接關聯，當人口

全球獨角獸 中美兩國佔八成
根據勤業2017年底發表的「中美獨角獸研究報告」顯

面臨老齡化，勢必需要完整的醫療保健體系。 華

示，全球獨角獸（市值達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分布於22
全球超級獨角獸概覽

個國家，光美國（42.1％）與中國（38.9％）的獨角獸數

Uber
螞蟻金服
滴滴出行
小米
Airbnb
Palantir Technologies
陸金所
美團大眾點評
WeWork
SpaceX
今日頭條
Pinterest
大疆創新科技
Infor
Flipkart
Dropbox

後。且全球超級獨角獸（估值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
業）共有16家，美、中也各占有8家與7家，另一家是印度
的電商Flipkart。
全球至值超過10億美元的非上市企業共252家，估算
累積總額達8795億美元。以行業別來看，報告顯示，金融
業估值達1,670億美元，為各行業之冠，其中光是中國的螞
蟻金服估值就將近600億美元。勤業分析，由於金融產業
與互聯網技術結合，推動金融交易與投資的便捷，促使使
用者數量及交易量提升，以及隨人工智慧技術於金融領域
的興起，使金融智慧化服務將對產業格局與獲利模式帶來

第一，估值排名第三，達910億美元。

國家

行業

美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中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美國
中國
美國
印度
美國

交通運輸
金融
交通運輸
硬體
旅遊
企業服務
金融
本地生活
房屋服務
硬體
文化娛樂
社交
硬體
企業服務
電子商務
工具軟體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變革。
此外，企業服務行業佔全球獨角獸數量

估值
(億美元)
680
598.5
500
460
293
200
185
180
169
120
110
110
100
100
100
100

公司名稱

量，就占據全球的八成，印度、英國、德國則是緊隨其

全球獨角獸數量行業分佈
資料來源：CVSource & CBInsights

45
41

報告指出，美國具技術成熟優勢，且投
資環境健全、單筆投資金額高，企業估值與
未來發展為投資人首要關注重點。中國則因
人口紅利優勢，帶來廣大的市場商機，而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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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0
25

20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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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企業逐漸轉以消費者為導向，開發出創新
服務。同時，美中兩大市場皆具備稅收優惠
政策，藉以降低風險承擔，較易吸引資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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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結構以及好的技術研發人才等四大要素為

160

競爭力，因此獨角獸數量較少。
此外，中國大陸獨角獸產業仍以電子商
務與金融居多，美國則是企業服務業為主。
報告提到，美國的醫療體系完善，且醫療健
康產業屬於需求相對穩定的行業，因此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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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網路迎接
物聯網世代的來臨
5G（第五代行動通訊）促使人類社會帶入全新的萬物互聯時代，將帶給人們生活和生產方式的
極大便利，使用者溝通和分享的方式也將產生革命性的改變。
技產業正在質變，新應用快速崛起，帶動物聯網、

MWC）的展場不再像過去幾年讓智慧車等「非通訊產

網紅、電競、挖礦（虛擬貨幣）、區塊鏈、人工智

品」為主角，而是由華為、愛立信、高通、中華電等指標

科

慧（AI）等新產業的翻轉。

大廠都重兵部署5G，揭櫫今年科技業最熱的趨勢。參展廠

5G（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or 5th generation

商分析，在全球標準漸趨一致、各場域測試完成後，5G不

wireless systems，第五代行動通訊）發展主要方向為高

再只是紙上談兵，關鍵是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有

速、可靠、大量連結與覆蓋，若上述的新產業是大腦，

了好的商業模式，消費者願意付費，業者得以獲利，才能

5G網路可視為神經，相互結合應用在自駕車、金融科技

推動5G產業的持續發展。

（FinTech）、機器人、智慧家庭、監控、智慧照護等各行

今年MWC展場上的汽車，變成5G概念車。包括高通

各業之上，而2018年將是5G元年，2019年起，全球營運商

展出的5G概念車，先實現的是結合WiFi、車載資訊娛樂、

將陸續推出5G的商業服務。

導航及蜂巢式聯網平台。電信業者今年則展現5G應用內

5G網路帶來的變革不僅限於傳輸速度的倍數，而是正
式迎接物聯網世代的來臨，4G以前的運用端以智慧型手機

容，如即時監測遠端農場的氣溫與濕度，適時進行灌溉的
智慧農業應用等。

為最大宗，而5G則必然在車用電子、網路商務、家庭物聯

目前各大廠在5G的布建，除了高通此次展出5G汽車

網等，使用載具與目的將與4G之前大為不同，通訊與電腦

平台、華為發表首款5G商用晶片、愛立信有5G商用軟體

設備大廠也都在積極準備智慧物聯網的產品。

及各種解決方案，中國移動將建設全球規模最大的5G試驗

3GPP推出第一個5G標準——NSA
5G（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被視為下個世代的行動
網路，比起目前的4G網路速度快上40倍，對於無人車、

5G成為今年
MWC焦點
高通

智慧城市等發展將有很大的幫助。目前距離大規模商用

華為
全球電信設備龍頭
發表首款商用5G晶片
及5G終端產品

全球手機晶片龍頭

仍有很長一段時間。移動通信的標準化機構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計劃），在去年

已推出5G
汽車平台

台灣電信業龍頭

中國移動

網），美國電信業者 AT&T、T-Mobile、 Verizon目前都在

愛立信

積極布建基礎設備，預計2020就能推出覆蓋全美的5G網

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商
推出5G商用軟體

今年將進行全球最大
的5G實驗計畫

今年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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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達
全球電子代工大廠

中興
中國知名手機品牌

MWC展瘋5G，揭櫫今年科技業最熱的趨勢

展示自主研發的
5G智慧管+

全球最大電信營運商

12月推出第一個5G標準--NSA（Non-Standalone，非獨立組

路。

中華電信

展出準5G手機

展出5G雲端
解決方案

網，另外包括英特爾、中華電信、廣達等，都已推出5G相

到55億用戶，屆時，LTE用戶數占行動用戶總數的比率將

關產品及解決方案。

超過60％，不過，2G GSM、EDGE用戶並不會全然消失，
2G用戶在開發中國家中仍占有相當比例。

2023年，5G用戶將達10億戶規模
全球即將迎來5G時代，根據網通大廠愛立信2017年11
月發表的行動趨勢報告顯示，預估至2023年底時，全球5G
用戶將達到10億規模，其中，以北美地區成長最快。

5G預計2020年正式商轉
5G預計2020年正式商轉。從全球行動通訊用戶採用技
術來看，北美是全球採用LTE技術用戶最多的地區，LTE

根據愛立信統計，2017年第3季全球行動用戶增加了

用戶占比高達80％，愛立信認為，這項趨勢可望延續到

9,500萬戶，使得全球行動用戶總數來到78億戶；愛立信表

5G，預估2023年底時，北美5G用戶將占行動用戶總數的

示，該季新增用戶數以中國地區最多，中國行動用戶總數

37％。

成長約3,000萬戶，其次依序是印尼、美國、安哥拉以及巴

至於其他地區5G發展，愛立信認為，在東北亞地區，
5G將率先於韓國、日本及中國展開部署，東北亞5G用戶

基斯坦。
愛立信表示，至2017年底時，4G LTE已是全球行動

占比將於2023年來到34％；西歐的5G發展預期較為緩慢，

用戶主流採用技術，預估2023年底時，4G整體用戶數將達

愛立信預估，預估至2023年底時，5G用戶將只占西歐行動
用戶總數的16％。

2017年第3季全球行動新增用戶數
千禧世代主導5G走向

3.8

北美
拉丁美洲

7

中歐及東歐

通訊時代成長，他們不僅主導著數位裝置使用，而且會根

5.85
4.25

中東

據自己的技術知識、技能及高度期望，對未來數位網路與
10.15

非洲
亞太(不含中印)

服務提出更多要求；隨著5G通訊技術即將大規模部署，愛
15.6

13.95

中國

11.85

印度
單位：億

1980至2000年間出生的千禧世代，在網際網路及行動

5.2

西歐

立信認為，千禧世代在5G服務發展走向中發揮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

資料來源：愛立信

視訊流量占總行動流量超過50％
視訊使用量持續增加是行動數據流量
成長的主要力量，根據統計，視訊流量目
前占總行動流量超過50％，並有望在2023
年底超越75％，而隨著視訊也持續結合其
他類型內容，擴展到串流媒體應用、視訊
隨選服務以外的領域。
千禧世代帶動了視訊消費趨勢轉變，
透過研究他們目前與視訊互動的方式，可
深入瞭解未來5∼10年主流客群觀看模式
的發展方向。愛立信針對14個國家、1.4萬
名智慧型手機用戶進行了一項最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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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只有回歸自由市場才能推動通訊產業的創新，而這正

千禧世代對5G的期望
速度應比3G/4G網路快許多倍

26.6%

比WI-FI網路速度快

13.4%

提供更好的室內外網路覆蓋

12.6%

降低費率方案資費

11%

比3G/4G更可靠

10.6%

回應速度更快、無內容延遲

5.4%

更好的裝置電池使用壽命

5.2%

提高個人數據安全性

5.0%

確保最高畫質、無延遲或緩衝
的視訊串流

4.4%

保證體驗品質

3.8%

能連結家中所有電器或裝置

1.8%

資料來源：愛立信消費者行為研究室分析平台(2017/06)

是政府所無法做到的。
目前包括Verizon、AT&T 及Sprint等許多電信營運商已
經花費數十億美元投資頻譜（Spectrum），並且準備開始
測試相關標準和技術的開發，為5G未來預做準備。因此不
只是FCC主席阿基特·帕伊，代表AT&T、Verizon、蘋果、
Sprint的美國無線電公會（CTIA）也認為贏得5G競爭是
目前國家的當務之急，應該要複製過去在4G 競爭中的經
驗，並在聲明中提到：「政府應該奉行自由市場政策，讓
美國在無線通訊產業競賽中勝出。」

結果顯示28％年齡在15∼24歲之間的千禧世代，每天觀看

華為、高通及英特爾 全球三家發佈5G商用基帶晶片廠商

隨選視訊時間為1∼3個小時，另外有17％的人觀賞時間在

華為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的全球行動科技會議

3∼6個小時，幾乎是45歲以上年齡群的六倍。愛立信表

（MWC）上發表號稱世界首款達到3GPP標準的5G商用

示，接受調查的14個國家中，有12個國家的千禧世代對網

晶片「 Balong 5G01」，以及5G商用終端－華為5G CPE

路效能評價，比45歲以上族群更具批判性，另有不到50％

（Consumer Premise Equipment，5G使用者終端），華為成

的千禧世代智慧型手機用戶表示，行動寬頻品質已達到他

為中國首款5G基帶晶片、已經與高通、英特爾並列，全球

們期望。

第三家發佈5G商用基帶晶片的廠商。

愛立信指出，現有行動寬頻網路連線能力持續提升，

雖然各國關於建設5G網路的協定大約還有要一年後才

消費者了解到5G時代來臨可望豐富各種服務，與此同時，

會展開，但路透社分析發現，華為已經簽定25份試用5G設

使用者對5G的期望也持續產生變化，電信營運商營運焦點

備的諒解備忘錄（MOU），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電

應放在如何達成此消費群體期望，藉由贏得千禧世代的信

信公司，雖然仍少於愛立信的38份與諾基亞的31份，但華

任，進而從持續成長的客戶忠誠度中獲益。

為在全球4G網路設備市占率超過半數，未來取得新約上更
是方便，且還有全球最大的中國市場。

美國反對政府自建5G，主張回歸自由市場政策

在2G、3G的時代，歐洲國家如瑞典易利信、芬蘭諾

為了防止中國監控造成國安威脅，傳出美國特朗普政

基亞一度以科技技術掌握規格訂定的話語權，如今來到5G

府考慮在三年內推出由中央主導的全國性5G網路，近期也

世代，中國以國家的力量來發展電信技術，不只掌握了全

對第二大電信商AT&T施壓，要求禁賣華為（HUAWEI）

球最龐大的電信市場，也在智慧財產權上獲得全面的成

手機以及不採用華為的5G網路技術，對中資審查趨於嚴

功，小國的電信業者逐漸退出市場，中國華為這幾年在全

謹。

球電信市場征戰，市佔率不斷提升，就是中國電信實力升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以及美國無線通訊

級具體的顯現。

協會，紛紛跳出來反對政府建設覆蓋全美的5G無線網路，
認為應該要回歸自由市場政策，才能在5G的競爭中勝出。

中國拚全球首個5G大國

FCC主席Ajit Pai表示，反對任何政府對 5G 網路的控制，

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5G建設，希望在全球搶得頭香，

認為企業才能有效領導創新與投資，政府要做的是制訂

各國也很關注中國有可能在今年領先全球，成為第一個5G

好政策，並鼓勵相關企業發展，強調以過去30年的經驗來

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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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苗圩及總工程師張峰表示，

日韓也積極搶進5G應用

中國研發5G邁入商轉，正進入倒數計時階段，今年將是

南韓與中國都將5G商轉時程定在2020年，南韓喊出平

5G標準確定和商用產品研發的關鍵年，國際標準組織

昌奧運是世界第一個5G奧運，特別蓋了5G科技體驗村，

3GPP將於今年6月完成5G第一版本國際標準。中國早在

展現高速網路、擴增實境、全景影像等技術，拍攝360度

2016年初，率先啟動5G研發和試驗，全力催生第5代行動

選手競賽即時影片，奧運會場的公共交通也採用搭載5G通

通信系統的應用和發展。並於今年1月進入第三階段研發

訊的自動駕駛汽車。

試驗，將推動5G系統設備基本達到預商用水準，為後續

英特爾是韓國電信的合作夥伴，平昌冬奧採用英特爾

5G規模試驗和手機入網檢測奠定良好基礎。目前5G的推

的晶片技術，展現超高速傳輸能力的嶄新網路應用。英特

動已有多家外商參與合作，對外資採取開放立場，希望來

爾表示，隨著5G基帶晶片「XMM 8000」相關設備日益成

自全球各國的外資都能繼續投資中國，參與中國的建設。

熟，將會與日本電信商NTT Docomo合作，在東京奧運上
打造更為豐富的5G服務。包括採用360度8K超高畫質影像

2018標準確定關鍵年

結合VR直播，帶給觀眾身歷其境的賽事饗宴，還要支援

2018年是5G標準確定和商用產品研發的關鍵一年，中

大規模的人臉識別數據處理，以及針對運動員訓練用的穿

國將根據第三階段5G技術研發試驗，注重「標準、研發與

戴裝置、電子監控設備等輔助工具提升性能，號稱這波應

試驗」三項工作同步展開。同時，也鼓勵企業包括國外的

用將是全球最大的商用5G網路。

合作夥伴，積極地參與5G的研發和試驗，目前除了有中國

韓國在5G與中國爭搶話語權的企圖心很強，結合設備

企業外，國際上包括愛立信、上海諾基亞貝爾等等，都參

廠商愛立信、諾基亞，智慧手機晶片製造商三星、高通、

與中國5G的試驗計畫，在晶片領域也是一樣。未來在中外

英特爾等，協助5G基地台與終端設備的建置。諾基亞為

廠商的共同合作下，可望發揮引導作用，推動5G成熟和商

了爭搶市場，除了韓國之外，也已經與德意志電信、英國

用，並且積極地引導產業界按照研發的規律，快速穩妥的

電信BT、日本 NTT Docomo簽約進行新網路的測試。日本

協同推進5G的發展。

因為有2020年東京奧運，5G的運用勢必是展現日本先進科
技的重點，因此日本也與美國設定同樣在2020年商轉的目
標。 華

第三十七期∣2018∣華商世界

39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智慧音箱市場
蓄勢待發
雄霸市場多年的智慧手機，在新應用玩到極致後出現退燒跡象，取而代之的智慧音箱（Smart
Speaker）靠著親民價位，以一秒售出一個的速度席捲全球。除了市場霸主亞馬遜（Amazon）嚴陣以
待，Google、蘋果、阿里巴巴、小米、微軟全都來湊一腳，一場大戰即將開打。

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曾評價

智慧音箱（Smart Speaker）是一款內鍵人工智慧

Amazon Echo對真實世界所帶來

（AI）語音助理的音箱，利用聲音下指令讓物聯網大數據

的顛覆：「我們曾以為家裡最重要的上網裝置是電視，像

等人工智慧從聽音樂、設定鬧鐘到控制家電裝置、購物、

是網路電視，有一陣子我們覺得是路由器，最早期有人以

查詢銀行帳戶等，全部可以幫人類完成，而無須再使用

為是冰箱，現在發現不是，竟然是一個聲控的Speaker！」

手機與面板下指令。智慧型手機要動手，智慧音箱只要動
口，就可以透過大數據與物聯網去完成您想做的事，只要

用「說」就能使用的智慧生活
繼智慧手機橫掃全球科技產業後，智慧音箱已成為今
年最夯的科技產品，掀起新一波「聲學革命」。

會說話就能使用。可連結平板、手機等，運用範圍將十分
廣泛。
被視為人類邁向智慧家庭重要關鍵的智慧音箱，隨著

▼智慧音箱在未來二到三年內，平均年成長率可達到三成的高度成長，預料2020年全球智慧音箱出貨量
將超過1億台，市場規模達130億美元，是繼智慧機後，下個市場規模有機會挑戰上億台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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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大廠的介入，功能也愈來愈多。現在的智慧音箱不但

擊，Google Assistant聯盟大軍來勢洶洶；如今蘋果HomeKit

可以用來播放歌曲、查詢天氣、說故事、叫車、訂披薩，

生態系比起亞馬遜、Google兩大競爭對手，可說明顯落

還可以用來控制家裡的掃地機器人、除濕機、清淨機，更

後，在智慧音響方面，僅蘋果本身HomePod一家支援

重要的是用「說」的就能通。

HomeKit，不過，第三方廠商在其他領域仍推出不少支援
HomeKit的智慧家庭產品。

2018年智慧音箱出貨量可望來到5,630萬台
國際研調機構Canalys預估，2018年智慧音箱出貨量可

2020年全球智慧音箱市場規模達130億美元

望來到5,630萬台，美國仍會是智慧音箱最主要的市場，

全球品牌大廠爭相投入智慧音箱市場，智慧音箱儼然

約佔68％，中國則是排居第二，直到2020年，美國都仍被

成為當下最熱門的科技新趨勢。根據市場機構預估，智慧

Canalys預估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喇叭市場 ；另一家國際研

音箱在未來二到三年內，平均年成長率可達到三成的高度

調機構Gartner則表示，去年第4季美國消費信心十足，卻

成長，預料2020年全球智慧音箱出貨量將超過1億台，市

未能帶動PC需求，反而是智慧音箱、智慧手機取代PC成

場規模達130億美元，是繼智慧手機後，下個市場規模有

為聖誕佳節最佳送禮選擇，顯見智慧音箱已成為電子消費

機會挑戰上億台的產品，無論是產量或產值，均為兵家必

市場新潮流。

爭之地，商機驚人。

Canalys分析師表示，2018年將會是智慧音箱市場決

市調機構預估，亞馬遜Echo產品至2020年的累計銷售

定性的一年，在這段時期中，智慧音箱採用的成長速度遠

量將突破6,000萬台，蘋果HomePod明年則預料銷售1,200

快於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以及其他穿戴式

萬至1,500萬台，若再加計其他廠商，整體智慧音箱在2020

裝置等其他消費電子產品；Google、Amazon 在2017年積

年時，出貨量可望突破1億台大關。

極銷售智慧音箱硬體產品，但2018年，智慧音箱的發展不
止於硬體，會有更多軟體面的發展，整體技術仍處於轉型
期，生態系統投資將會持續成長。

亞馬遜市佔超過5成，依舊是智慧音箱龍頭老大
Amazon自2014年推出Echo智慧喇叭至今，已經搶下

現階段市場主流的品牌是以Amazon及Google為首的

全美超過7成的市佔率，不僅是因進入市場的時間早，更

智慧音箱，而去年底也宣布加入戰局的Apple HomePod，

因為提供如叫外賣、叫車、在Amazon站上購物等超過2萬

挾著自身Siri的語音優勢也要來瓜分市場；至於近期則是

多種的服務，強化其服務生態系的完整度，使得Amazon

傳出Facebook也要進軍硬體市場分一杯羹，最快可能在今

Echo Dot在去年耶誕假期成為亞馬遜自有產品中的銷售冠

年7月推出代號為Aloha和Fiona的兩款新型智慧喇叭，不難

軍。

看出智慧喇叭未來的趨勢依舊看俏。除了這些科技大廠之

Google Home雖從2016年第四季上市至今，市場預估

外，家電大廠也不落人後，三星、LG、海爾亦發表眾多

累積銷量尚未破千萬，但以市佔率約21.6％佔據第二。

智慧家庭商品捍衛家庭主場。另一方面，LINE自推出搭載

Google Home的強項在於擁有強大的Google搜尋引擎支

Clova人工智慧的第二款智慧喇叭Clova Friends後，帶有討

援，以及表現相對聰明的語音助理Google Assistant，再

喜外型，又能提供各種資訊及傳送、閱讀LINE訊息等多種

加入Google過去與各種APP開發者的合作經驗，讓Google

功能，也讓這款智慧喇叭受到歡迎。

Home能透過使用者的Google帳號整合所有資訊，並期望在

研調機構DIGITIMES Research指出，在今年CES（美
國消費性電子展）上有大量支援亞馬遜Alexa或Google

未來能有辨識人聲的功能，讓一機就能提供全家人更客製
化的回應。

Assistant的第三方廠商合作展示，然許多業者選擇兩者均

而自上市以來話題不斷的Apple HomePod，依舊採取

支援，亞馬遜獨強優勢並不多，反觀Google與Nest分進合

封閉性的系統，眾多服務仍是需要透過iPhone而非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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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音樂的播放也是走自家Apple Music平台上的內容，想要

HomePod被定位為家中的音樂家，與市場認知的智慧家庭

享受其他平台的音樂內容可能有些麻煩。而定價349美元

接口並不相同。第二，生態圈不夠開放，要跨入蘋果生態

的高門檻，更是讓這台HomePod在強敵環伺的今日，想突

圈的門檻相當高，使得HomePod能夠對接的產品相當少，

圍將困難重重了。

無法發揮原本智慧音箱的功用；最後則是功能與手機雷

Apple開賣自家智慧音箱HomePod，讓智慧音箱進入戰
國時代，根據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究院指出，2018

同，消費者同樣能用iPhone來達到串接的功能，上述不利
因素恐會影響HomePod銷售量。

年各智慧音箱產品的市占率排名，Amazon儘管較2017年的
市占率69.1％下滑，仍獨占鰲頭，市占率達50.8％，接續

Facebook也涉足智慧音箱市場

則為Google Home系列的21.6％。Apple HomePod今年的市

智慧音箱的市場大餅太令人垂涎，各家大廠全都磨刀

占率預計將達8.9％，此外，阿里巴巴與小米的智慧音箱產

霍霍。就連Facebook也來湊熱鬧，傳現正在測試兩款代號

品市占率則分別為6.3％與5.1％。

為Aloha和Fiona的新產品，新品號稱將與索尼和環球音樂

由於智慧音箱的本質是作為智慧家庭的接口，儘管有

簽約，由其提供內容，同時將搭載15吋觸控螢幕，讓使用

更多品牌廠商進入到智慧音箱市場，但亞馬遜仍屹立不搖

者進行視訊聊天；其中Aloha還將配備廣角鏡頭、支援臉

的關鍵在於生態圈的建立已相當完備，以美國市場來看，

部辨識功能，新品最快今年七月就有機會問市。另Google

接入Alexa的應用服務已經超過2.5萬個，再加上多樣化產

也在CES 2018中宣布，計畫與Sony、LG、Lenovo、JBL等

品與低廉的價格，讓消費者願意購買亞馬遜Echo。

大廠，共同開發有螢幕的智慧喇叭。這款命名為「Smart

TrendForce指出，僅管Apple的HomePod備受市場期

Display」的智慧螢幕計畫於今年夏天上市，主打除了會

待，仍面臨著龍頭廠商的競爭和中國廠商的急起直追，

「聽」之外，還可顯示地圖、天氣、相片，甚至可以播放

且HomePod存在三項不利因素，第一為產品定位落差，

YouTube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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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土品牌，搶攻華語市場

除了人工智慧（AI）技術進步外，消費者期盼智慧家庭的

目前國際品牌推出的智慧音箱在語音辨識基礎上仍以

應用提升，也帶動相關產品的普及。此外，網路服務業者

英文為主，面對然中國龐大的市場商機卻不得其門而入，

積極爭取人工智慧的平台，因為透過消費者使用語音助理

雖然阿里巴巴與小米在2017年才進入到這一個市場，但在

系統可訓練人工智慧系統變得更聰明，加上透過語音助理

語言屏障之下，阿里巴巴透過自主研發的人工智慧和雲端

系統連接到網路服務業者提供的平台，可擴大消費者採購

技術切入這一市場，而小米則是擁有廣大的硬體生態圈

的意願。

優勢，使得他們能夠急起直追。阿里巴巴的首款智慧音箱

調查研究機構Consumer Intelligence Research Partner就

「天貓精靈」或是小米的「小愛同學」都有不少的擁護

表示，購買亞馬遜書店Echo智慧音箱的消費者，1年消費

者，初估今年可望搶下6.3％及5.1％的全球市占。

金額可達1700美元，比亞馬遜書店所有用戶平均消費金額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GfK與eMarketer的調查發現，目前
中國大陸市場市佔率銷量第一的是叮咚（DingDong）智慧

高出6成，這樣的差距當然讓其他的網路服務業者對推出
語音助理的舉措趨之若鶩，也動智慧音箱的銷售成長。

喇叭，以38％搶下近1/3的中國市場，而後起之秀的小米AI
音箱以32％搶下市佔第二位置，第三名則是由阿里巴巴推
出的天貓精靈（Tmall Genie）奪下，市佔率約有15％。

智慧音箱「服務加值」才是廝殺主戰場
智慧音箱本身其實不會為製造商賺進太高的獲利，但

但目前中國的智慧喇叭在應用上，面臨到智慧家庭

製造商內部的語音助理和服務，卻已成為未來人機互動市

（Smart Home）普及率過低問題，因此品牌需尋找其他出

場的兵家必爭之地。市調機構IHS Markit估計，今年底前

口以開拓大餅。阿里巴巴的天貓精靈日前與台北神旺商務

全球將有逾40億台消費電子裝置內建上述人工智慧語音助

酒店合作，在其中一間客房提供服務。消費者能呼叫天貓

理，使其成為眾家科技大廠的最新戰場。

精靈協助開關電視、電燈或播放音樂等基本功能，也能透
過天貓精靈向櫃檯點菜。

今年各家智慧音箱新品功能持續進化，搭載語音助
理及連網功能已是基本配備，如何讓智慧音箱「服務加
值」，並有效率連接居家室內各項裝置，才是未來品牌商

三星推智慧音箱，尬亞馬遜

廝殺主戰場。 華

南韓消費電子大廠三星電子正瞄準競爭激烈的語音控
制市場，希望在2018年上半年推出智慧音箱產品，挑戰
亞馬遜（Amazon）、蘋果（Apple）和Google母公司字母

智慧音箱大廠今年全球市佔
小米
5.1％

（Alphabet）的市場地位。
據了解，三星智慧音箱的核心功能將專注於音質以
及管理家中聯網的電器，例如電燈和門鎖等。這項裝置

阿里巴巴
6.3％

(預估)
其他
7.3％

也將內建三星的數位助理Bixby，能與電視、Galaxy智慧
手機等三星裝置同步。目前Bixby在市場上的競爭對手
包括Alexa、Siri和Google Assistant。就如同蘋果藉由推出

Apple
8.9％

Amazon
50.8%

HomePod為智慧家庭布局，三星推出智慧音箱也是要達到
相同的目的，協助旗下裝置和服務打造生態系統。

Google
21.6％

智慧音箱商機爆發三個原因
專家分析語音助理及智慧音箱商機爆發有三個原因。

第三十七期∣2018∣華商世界

43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科技巨頭瞄準
數位化醫療領域
Google、亞馬遜、蘋果以及鴻海等科技業，積極布局醫療領域。這種結合科技業和傳統藥廠、或
醫療機構的跨業及跨界合作模式，將在2018年蓬勃發展，對彼此帶來新的資源與挑戰。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二月發布《2018年全球生

年，Google 就推出了 Google Health 專案，這是一個讓用

命科技暨醫療照護產業趨勢》的報告指出，全球醫

戶管理自己病歷的平臺，不過由於使用人數過少，最終在

藥市場在2017年已達7,740億美元規模，預計2022年將以

2012 年關閉。而在 2014 年，Google 捲土重來，推出了健

年複合成長率6.5％的速度，突破1兆美元大關。報告也顯

康追蹤應用開發平臺 Google Fit。

勤

示，行動健康市場在短短4年內倍速成長，從人口健康的
角度來看，可為社會帶來節省75％健康成本的效益。

蘋果也在 2016 年的 WWDC 大會上發佈了醫療研究軟
體架構 ResearchKit 以及護理醫療軟體架構 CareKit，這兩
款產品可以說明醫療工作者追蹤病患的身體健康資料、開

醫藥市場4年內破1兆美元，行動健康省75％成本
報告顯示，醫療照護產業今年將透過併購整合、指
數型科技等方式完善智慧醫療照護生態圈。在併購整合

發有利於醫療研究的 App。
數位化醫療領域潛藏著巨大的商業潛力，這也是科技
巨頭積極佈局的原因。

部分，國際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收購藥局實體通
路，並和Teva與Sandoz等藥廠洽談合作；Google旗下的生

鴻海推動健康互聯網

技公司Verily Life Sciences專注健康數據分析，開發新工具

鴻海集團在「健康互聯網」佈局上，是以樂活養生健

收集心律、皮膚溫度、血液指數等，企圖研製「人體健康

康事業群與夏普攜手國際首屈一指的生命科學家Dr. J Craig

地圖」之外，也與藥廠、醫材公司提出不同的合作計畫，

Venter所創辦的Human Longevity Inc. （HLI） 美國人類基

發展大數據在生醫領域的各類應用等。跨業、跨界的合作

因數據庫公司簽屬合作備忘錄，三強聯手將共創「亞太前

模式，未來將更加普遍。

瞻健康管理服務」，為預防醫學創造突破性的發展，替全

在指數型科技方面，勤業眾信指出，行動健康市場在

球精準醫學開啟全新扉頁。

短短4年內以倍速成長。目前市場上有超過10萬個行動健

三方合作下，「亞太前瞻健康管理服務」將打破傳統

康app，除了消費者可著手監測自己的健康狀況，從人口

健康管理服務型態，引領精準醫學發展新方向，達到「上

健康的角度來看，可為社會帶來節省75％健康成本的效

醫醫未病」的境界。

益。透過指數型科技的應用，醫療照護成本可望降低，效
率與可用性亦將隨之提升。

醫療生技是蘋果未來十年大計
蘋果營運長威廉斯（Jeff Williams）指出醫療生技將

數位化醫療領域潛藏著巨大商業潛力
近來，愈來愈多科學家和創業者相繼投入健康

是蘋果未來十年大計，因感測元件的技術突破，讓Apple
Watch成了智慧醫療先鋒。

（Health）、人工智慧（AI）結合的新藍海「AIoH」，從

然而，這只是蘋果布局智慧醫療的一小部分，也僅是

基因編輯到感測晶片，瞄準人類各種病症變化。早在 2008

眾多跨足智慧醫療的科技巨頭其中一員。與其說智慧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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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工智慧的展現，不如說是人體數據成就了智慧手錶。

Bezos）、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與波克夏

此外，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表示，蘋果跨足

首席執行長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今年宣佈要攜手合

健保產業的目標不僅止於健身應用程式或裝置，而是帶來

作進攻美國醫療保險業。計劃成立一家具有保護傘性質的

「重大貢獻」。他表示，儘管美國健保產業結構複雜，但

獨立醫保公司，旨在為各自的雇員及家屬提供價格合理、

仍相信蘋果在這塊市場擁有優勢。蘋果推出的Apple Health

透明的高品質醫療保健服務。

服務目前主打個人生理數據追蹤功能，但專家依舊預期蘋

貝佐斯想做的，就是要去除產業中繁雜的環節，以
Drugstore.com的例子來說，就能直接跟藥商、醫院直接協

果在不久的將來顛覆健保產業。
曾任歐巴馬政府科技長的邱普拉（Aneesh Chopra）及

商，利用數據庫控管服務成本，創造新興的供應鏈；線上

芝加哥拉什大學（Rush University）醫療中心資訊長瑞博

掛號平台ZocDoc則可以跨過醫療保險，用最簡單的方式幫

（Shafiq Rab）近日於《連線》（Wired）雜誌撰文，提出

用戶找到適合的醫生；而血液檢測癌症新創Grail，則可以

蘋果即將顛覆健保產業的三大理由。

改變癌症診斷方式，讓醫療體系更有效率。

首先，蘋果致力推廣電子病歷開放應用程式介面

在收購全食超市（Whole Food）後，亞馬遜完整了線

（API），有助第三方應用程式開發商設計更符合消費者

上線下的通路版圖。去年12月傳出與邁蘭（Mylan）、山

需求的產品。再者，開放應用程式介面也適用Android及其

德士（Sandoz）等多家學名藥廠進行協商，希望能跨足藥

他作業系統，不受限於iOS生態圈。第三，蘋果在全球的

品採購在線上賣藥。

數百萬名iPhone用戶勢力龐大，將督促政府及醫療院所加
速建立電子病歷流通系統。

不論是亞馬遜，或是三家公司聯手進軍醫療保險業，
其實都是要將現在複雜的技術，轉化成簡單、可負擔的醫

2009年美國通過的《復甦與再投資法案》包含370億

療服務，雖然三家公司的結盟目前仍在起步階段，但可以

美元經費，其中1,500萬美元投入發展電子病歷開放應用

想見未來可以透過科技、自身影響力，降低藥品價格以翻

程式介面。這項法案促使民間醫療服務標準組織HL7發起

轉醫療體制。 華

Argonaut Project研發計畫，旨在推

▼2009年美國通過的《復甦與再投資法案》包含370億美元經費，其中1,500萬美元投入發展電子病歷開

廣電子病歷交換所採用的開放式

放應用程式介面。

標準。近年蘋果加入這項研發計
畫後，更顯示蘋果一反過去發展
私有軟體的策略，改為支持開放
式標準。
邱普拉及瑞博認為，在蘋果支
持電子病歷開放應用程式介面的
前提下，未來Apple Health不只是
iPhone用戶取得健保相關服務的目
的地，而是連接iPhone用戶與外部
廣大應用程式市場的橋梁。

亞馬遜佈局醫療版圖，進攻
醫保市場
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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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舌尖經濟崛起
帶動餐飲業變革
餐飲產業隨著網路、新消費的升級，讓中國餐飲業收入達到近4兆人民幣，「舌尖經濟」也帶動
許多新職業，點評師、美食博主逐漸興起，進駐大眾點評的美食類公眾號也有數萬個，與美食有直接
關係的私人廚師、營養配餐師也變得炙手可熱。
國國家統計局數據指出，餐飲收入呈上升趨勢，從

美食博主、私人廚

2013年的2.5兆人民幣增長至2017年的3.9兆人民幣。

師等。認知觀念和

1

小龍蝦

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表示，這象徵中國餐飲業回到健

價值的轉變，促使

2

牛排

康、持續發展的情況。若按此速度，「十三五」（2016至

「吃」引發多元的

3

烤鴨

2020年）末期將超過5兆元，未來餐飲業還會蓬勃發展。

中

餐飲在購物中心比重，達到40％以上
許多購物中心招集多家餐廳，讓許多老饕慕名排隊。

2017年中國最受歡迎的10種美食

4

壽司

品類、新業態和新

5

酸菜魚

機遇，成為創業創

6

潮汕牛肉火鍋

7

米線

新、資本追逐的新
焦點。

8

拉麵

9

麻辣香鍋

10

炸雞

餐飲業在購物中心的比重，從過去的10％增加至40％以

根據阿里巴巴

上。此外，便利商店也可烹飪簡餐，生鮮超市也當「大

集團數據顯示，

廚」，私人訂製菜品、開放式體驗廚房，多家餐廳都在轉

2017年天貓全球尖端品質生鮮商品數量已超過13萬個，涵

型；此外，「舌尖經濟」也把許多職業捧紅，如試吃員、

蓋了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特色農產品銷量也飛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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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團評點

除了把「吃」做得精細，網路還讓更多人愛吃、愛琢
磨吃。例如美團點評美食大V圖九哥，5年寫了近700篇測
評文章；《深夜食堂》等網劇更是成為文創IP，不少人像

中國線上訂餐概況

追劇一樣追美食攻略。

單位：人民幣（億圓）

2500

2414

2000

中國線上訂餐夯，一年吃掉近兆元

1500

根據大數據分析公司易觀發布的《互聯網餐飲外賣

1000

用戶專題分析2017》顯示，中國外賣發展迅速，不僅從辦

500

公室深入民間，如今也登上高鐵、消夜、年夜飯。線上訂

0
（年）

餐用戶人數，從2013年的1.1億人變成2017年的3億人，但

2012

2014

2016

2018

註：2017、2018年金額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中國外賣研究報告

外賣平台整體月活躍用戶數為8,000萬左右。餐飲外賣用戶
有明顯高端消費傾向，並且女性外賣用戶中，高消費能力
占比高於男性外賣用戶。楊旭認為，近年外賣的每客單價

使用外賣平台後，有52％的用戶下廚次數減少；外賣日漸

在上漲，去除物價上漲、平台補貼減少等因素，也與消費

普及也讓35％的用戶可接受租屋處沒有廚房。

升級有關。

外賣怎麼吃才安全，成為許多中國民眾憂心的議題。

送餐時間也從2015年的38分鐘，縮短至2017年的28分

今年1月1日中國實施《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

鐘；顯現出外賣平台在百家爭鳴的情況下，不僅菜品更多

法（下稱辦法）》保障消費者訂外賣。中國烹飪協會副會

元，配送時間也變得更嚴格。目前，美團外賣、餓了麼、

長馮恩援說：「這是繼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法》和《網

百度外賣的配送時間平均已降到30分鐘以內。

絡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查處辦法》之後，官方對網路餐飲服

根據美團外賣的數據，2017年外賣總交易額達到1710
億元人民幣，業務幾乎覆蓋全中國所有人口10萬以上的

務食品安全的專門性規章、網路餐飲服務監管、平台責任
落實、入往餐飲商戶和配送，提出更明確的要求。」

縣。

《辦法》祭出後，各地食品藥品監管部門也積極落

外賣行業也改變了餐飲業的盈利模式。據測算，中國

實，適應產業新型態、運用新技術審慎監管，如北京就有

2017年線上訂餐市場預估為人民幣2,046億元。外賣平台讓

網路訂餐平台自律共建聯盟，推動「陽光餐飲」，目前

傳統餐飲業者流轉速度更快，翻檯率更高。對整個餐飲業
來講，能帶來更多就業。

已有1500多家餐飲企業，
最受歡迎的6項外賣菜品

在訂餐平台啟用「後廚直

1

麻辣燙

2

羊肉串

提升操作效率，更技術化、標準化。從目前中國外賣行

3

婆辣瘦肉粥

觀分析師表示，未來外賣

業的發展，就可看出消費升級、產業升級和監管升級的端

4

香辣雞腿堡

5

酸辣土豆絲

平台是服務、品質比拚，

6

涼皮

外賣也促使餐飲業者改進流程，引入智慧訂餐系統，

倪。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播」。大數據分析公司易

平台自身對商戶的監管也
更嚴格。 華

外賣改變生活，5成用戶減少下廚
電商的加入讓「吃」的管道更順暢，包括日本醬油、
四川花椒等食材從遠地來家中；年貨節、吃貨節等電商節
日興起，更是加速食交易和食文化的傳播。
如今外賣也改變民眾的生活、觀念。中國調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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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共享自行車
歐美碰壁
2017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達4兆9205億元人民幣，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人數達到7億人。
但亞洲共享單車企業進駐歐美計劃艱難前行，ofo、Mobike和Gobee單車都面臨人為破壞和盜竊。
年GoBee、Mobike、ofo及oBike等自行車共享平台在

為了減少損失，往往得靠大批工作人員在各地回收自行

亞洲崛起後，紛紛開始拓展歐美市場。

車，還要負責維修與回報失竊數量。歐洲自行車聯盟業務

近

發展部門主管帕諾索（Niccolo Panozzo）估計，光是這些

歐洲是單車的中心地

人事花費就占掉業者30％的成本。

歐洲是單車的中心地，是環法單車賽的舉行地點，亦

Mobike國際業務發展部門主管Chris Martin表示，

是單車的誕生地。且自行車使用率也高過全球其他地區。

Mobike在米蘭及佛羅倫斯的事業相當成功，且今年2月才

根據歐盟執委會統計，有8％的歐洲人每天騎自行車的次

剛在巴黎試營運。然而，GoBee退出法國的消息多少讓同

數超過其他交通工具搭乘次數。

業感到卻步。Mobike為了減少自行車失竊造成的損失，決

亞洲新創業者看好歐洲自行車文化，近年帶著大筆資

定尋求科技解決方案。該公司旗下所有自行車都加裝GPS

金來到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曼徹斯特等主要城市拓展

定位裝置，能隨時與公司伺服器連線，只要發現使用者還

商機，只是沒想到當地從物流到相關法規都讓業者碰壁，

車時沒上鎖或惡意丟棄，公司就會自動從使用者帳戶扣除

且自行車遭到破壞的問題遠比想像中嚴重。

點數做為罰款。

香港GoBee，撤出法義及比利時

中國ofo在美國三藩市碰壁

以在法國擁有15萬用戶的香港GoBee為例，該公司提

中國ofo集資至少10億美元，在歐洲的倫敦、巴黎、布

供的綠色自行車能讓使用者在租借完畢後隨意停放，但

魯塞爾、曼徹斯特、慕尼黑、蘇黎世和馬德里推行。但有

也因此惹出許多麻煩，不得不終止在法國的單車服務。

一些問題一直困擾，從物流、規例到破壞、盜竊和大規模

GoBee在巴黎推出服務後數月內，就有超過1,000台自行車

毀滅。

失竊，另有將近3,400台自行車遭破壞。因此被迫撤出法國

此外，ofo過去6個月裡，與美國三藩市交通局

市場，早前GoBee才撤出義大利以及比利時市場。GoBee

（SFMTA）就獲得許可進行談判。然而交通局2月初卻宣

表示：「最近4個月內，我們在當地供應的自行車已有

布，共享單車創業公司JUMP，將作為三藩市獨家試點運

60％遭到破壞、失竊或被民眾占為己有，導致整個歐洲發

營單位，引起ofo強烈不滿。

展計畫難以持續。」GoBee是其中一間最早的亞洲公司有

ofo北美政府事務主管David London去信三藩市交通局

意撼動歐洲市場，綠色單車用後可隨意亂泊，被視為巴黎

總監Ed Reiskin，指SFMTA採取不透明許可審批程序的做

常見景象。

法令人失望，希望SFMTA重新考慮開放許可審批流程，
提高透明度，向包括ofo在內的其他符合要求的共享單車

中國Mobike以科技方式解決失竊問題
同業中國Mobike則是在曼徹斯特遇上問題，因當地青
少年會故意把租來的自行車丟到垃圾桶或是運河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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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公司發放許可。交通局則回應稱，在JUMP試運行期
間的未來18個月內，將不會再向其他共享單車品牌發放許
可。

中國的ofo去年已先後進軍泰國、馬來西亞、日本等

滴滴、ofo等60間中國企業躋身獨角獸俱樂部

國，但卻在三藩市遭遇「滑鐵盧」。外界預料，共享單車

報告還提出，中國共享經濟領域的創新創業取得了巨

面臨的資金短缺問題或是其遭到SFMTA拒絕的重要原因。

大成就，成為全球共享經濟創新者和引領者。截至2017年
底，ofo、滴滴等60家中國企業躋身全球獨角獸俱樂部，

中國共享經濟，2017年交易額近兆人民幣

具有共享經濟屬性企業31家，占中國獨角獸企業總數的

隨著共享經濟蓬勃發展，2017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交

51.7％。中國共享企業的成長速度尤其引人關注，近2年大

易額達4兆9205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長47.2％，龐大的

火的共享單車企業ofo小黃車僅成立一年多就成長為獨角

新興產業也創造出可觀的就業機會，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

獸企業。

人數達到7億人，比前一年增加約1億人。

報告預測未來5年，中國共享經濟有望保持年均30％

根據中國國家資訊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和中國互聯

以上的高速增長，像是農業、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

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在北京聯合發佈《中國共享經

有可能成為共享經濟的新「風口」。儘管共享經濟發展迅

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報告顯示，過去5年內，中國

速，也為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但報告認為，當前中國共

共享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已經滲透到交通、住宿餐飲、文

享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共享經濟迅速發展的同

化創意、教育培訓、醫療診斷、製造服務等多個領域，產

時，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有待解決，主要包括：用戶權益

生了多種新產品新模式，引領全球共享經濟創新。

保護、新業態與傳統屬地管理間的矛盾、新的共享模式為

2017年中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兆9205億元，

城市治理帶來的新挑戰等。

比上年增長47.2％，其中非金融共享領域交易額為2兆941

去年中國各地大量共享單車在街頭橫行、違停、遭隨

億人民幣，比上年增長66.8％。共享經濟領域融資規模約

意棄置，下半年更掀起酷騎單車、悟空單車、小藍單車等

2160億人民幣，比上年增長25.7％。

多家業者倒閉潮，眾多消費者押金迄今求償無門。 華

▼亞洲新創業者看好歐洲自行車文化，近年帶著大筆資金來到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曼徹斯特等主要城市拓展商機，只是沒想到當地從物流到相關
法規都讓業者碰壁，且自行車遭到破壞的問題遠比想像中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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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葉掛毯

英法歷史史詩鉅獻—

在倫敦舉行的第35屆英法高峰會中，法國表示將出借一幅逾941年歷史的國寶「貝葉掛毯」
（Bayeux Tapestry）給英國展出。「貝葉掛毯」描繪英法兩國間的重要歷史，史詩般的呈現，絕對
驚豔。
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和法國總統馬克宏，一

英

們並不贊同出借計畫，但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他希望藉

月在倫敦舉行的第35屆英法高峰會中，達成新的邊

由這樣的展覽，能開啟兩國文化與科學合作的新頁。英國

境安全協議，英國將支付法國更多費用，以阻止移民試圖

首相梅伊也表示歡迎，認為貝葉掛毯能到英國展覽，是件

從法國這端前往英國。這是馬克宏上台以來第一次出訪英

非常有意義的事。

國，英國則是期盼藉由第35屆英法高峰會，在2019年3月
脫離歐洲聯盟前，強化與法國的雙邊關係。

入選聯合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為延續兩國友誼，法國將出借一幅逾941年歷史的國

貝葉掛毯是中世紀最知名的掛毯之一，也入選了聯合

寶「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給英國，為期4年。貝

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是法國國寶級別文物。這幅製作於

葉掛毯記錄了1066年法國「征服者威廉」，在哈斯丁戰役

11世紀的貝葉掛毯，長70公尺，寬0.5公尺，現正在法國諾

（Battle of Hastings）、諾曼人征服英格蘭的刺繡。由於掛

曼第大區城鎮貝葉（Bayeux）的貝葉掛毯博物館（Musée

毯脆弱性高，須先經過修復後才得以出借，最快也要等到

de la Tapisserie de Bayeux）展示。雖然兩國達成共識，但據

2023年，是900年來第一次在英國展出。法國的古物專家

媒體報導，法國仍有85％的民眾反對將國寶出借。

▼貝葉掛毯雖是法國國寶，上頭的故事卻圍繞在人稱「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英國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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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葉掛毯講述威廉取得英國繼承王位的長串故事

他動物，約2000個拉丁文字，被稱為“歐洲的清明上河

貝葉掛毯雖是法國國寶，上頭的故事卻圍繞在人稱

圖”。掛毯融合了當時盎格魯─撒克遜藝術與北歐維京藝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英國國王。

術，展現中世紀英格蘭的生活圖像，對於瞭解中古英格蘭

約在11世紀中葉時，法國北部的諾曼地公爵威廉（Duke

和歐洲的軍事武器、船、文化、服裝、儀式以及各民族間

William of Normandy），穩固對其領地的統治權後，利用

的差異，亦有相當大的幫助。此外，也包含一些日常生活

各種手段擴大勢力，藉著姻親關係對外宣稱，他擁有英國

景象，如帶著獵犬打獵、飲食烹飪等，軍事戰術，還有彗

王位繼承權。

星經過的天文現象等。至於上、下兩個區間，則裝飾許多

西元1066年，英國新任國王哈洛德（King Harold）繼

當代流行的圖騰或動物圖像。因此，貝葉掛毯除了是在紀

位，威廉認為這侵犯到他的合法權力，召集軍隊橫渡英吉

念威廉的功績，也透露了不少中古歐洲的藝術風格、世界

利海峽。哈洛德與威廉在英國南方的哈斯汀（Hastings）

觀或心靈世界，是件極具藝術價值的中世紀藝術作品。

交戰，哈洛德在該場戰役中被法軍射中眼睛後戰死，威廉

根據史家推測，貝葉掛毯可能是在1066年後開始製

也因此成為英格蘭國王，被稱為「征服者威廉」，又稱

作。整幅畫面可分為上、中、下三個區塊，中間講述主要

「威廉一世」。貝葉掛毯講述的便是威廉從取得繼承權、

故事，雖呈現在同一塊布上，卻能夠依時間軸劃分出數十

出征，一直到繼承王位的長串故事。

個場景。
此類圖像模式相當雷同古羅馬時代的「圖拉真圓

歐洲的清明上河圖

柱」。這或許是人類歷史上，在可移動式作品中，總長數

貝葉掛毯描述橫跨數年的故事，由紅，黃，黑，紫，

一數二的作品。為了呈現掛毯全貌，收藏單位需要開闢一

白等八種顏色的西線繡制而成，各種色彩的搭配的使用，

個專門空間，讓掛毯環繞其中；為了完整欣賞，參觀者還

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掛毯一共出現623個人物、55隻

需自行走上好一段路，也是貝葉掛毯的獨特之處。

狗、202隻戰馬、49棵樹、41艘船，及超過500隻的鳥及其

在上個世紀時，英國曾經兩次商討出借事宜，但都被
法國回絕；如今是由法國主動提出，其友好態度不言可
喻。

英國提議回借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羅塞塔石碑」
英國方面，不乏大力歡迎這項計畫的聲音，首相梅伊
便高調地感謝馬克宏的決定。大英博物館（未來最有可能
展示貝葉掛毯的場所）館長費雪（Hartwig Fischer）表示，
這是個別具有善意義的外交往來，更能展現英、法之間的
歷史淵源。
為了回報法國的善意，英國提議回借大英博物館的鎮
館之寶—「羅塞塔石碑」，或許也有較勁的意味。這塊石
碑是英國在1801年，在埃及從投降的法國遠征軍手裡奪得
的戰利品，象徵著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正要崛起。
羅塞塔石碑於1799年在埃及出土，上面寫有象形文
字、埃及草書、希臘文三種文字，成為破解古埃及象形文
字的關鍵文物。1802年起就存放在大英博物館至今。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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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玩失調症時代來臨
過度沈迷電玩常常是世人眼中的「宅男」或「怪咖」，還將成為世界公認的法定健康問題。世
界衛生組織（WHO）最新版本的疾病分類編碼，打算納入「電玩失調」（Gaming Disorder）一詞。

慧型手機雖然帶來許多生活便利性，但手遊（手機

智

失調」的三大主要症狀，一是對於以下控制能力受損，包

遊戲）成癮已是一種「病」。中國高校傳媒聯盟

括次數、頻率、強度、持續時間、結束時間與前後等；二

今年一月向全國84所高校513名大學生發起調查，結果顯

是對於電玩優先的程度大於人生志趣或日常生活增加；三

示，43％的受訪大學生偶爾會玩手機遊戲，喜歡玩手機遊

是就算發生負面後果，仍然持續或狂玩。

戲的占35％，近5成每天花1至3小時打遊戲。

ICD-11草案指出，這種行為模式的嚴重程度，足以導

手遊近年成了年輕人打發時間首選，手遊症候群除

致個人、家庭、社會、教育與職業或其他重要職能的重大

了反映學生內心空虛外，許多大學生表示為了「指間社

損害。「電玩失調」一旦列入ICD-11，就成為正式的健康

交」，跟同學有話題，也只能投入，不然可能會「沒朋

問題，作為醫生診斷、其他醫護人員與保險公司使用。有

友」。手遊原是娛樂消遣，但若喧賓奪主，反剝奪學生學

些人可能拿它當作歸類族群的標記。

習、正常社交時間，就應該有適度管理。去年中國針對大

但這並不意味愛打電玩就是心理健康出狀況，許多電

學生睡眠情況調查，7成學生有失眠問題，玩電子產品是

玩愛好者很懂節制，一切就看玩家打電玩的時間、頻率多

熬夜主因，手遊成癮的問題正在侵蝕青年的健康及正常人

常、每次多久、在什麼時間地點玩。

際互動。

電玩並非盡是壞處，日內瓦大學教授巴維拉（Daphne
Bavelier）指出，適度電玩遊戲不失為安全方式，能夠強化

新加坡：15到35歲族群6成玩手機冷落伴侶
新加坡理工學院媒體與傳播系的一份調查也顯示，新

手眼協調、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釋放壓力、建立友誼或
是讓幻想世界成真。

加坡有15到35歲族群的6成民眾承認是低頭族；有58.2％受
訪者認為伴侶因沉迷手機，而導致戀情受影響。調查也顯
示，「查手機已成個人習慣」、「想要避免尷尬的對話」
及「別人也是這樣對我」，是成為低頭族的3大原因。

青少年手機成癮 蘋果將推新功能
蘋果2大股東近日提出罕見要求，認為現今青少年手
機成癮情況日益嚴重，要求蘋果對此公共健康議題擔起更
大的社會責任。激進投資者Jana Partners與加州教師退休基

電玩失調恐成病 WHO擬納入疾病編碼

金（CalSTRS）共持有約20億美元的蘋果股票，兩機構致

世界衛生組織（WHO）預計在2018年發表的第11版國

函蘋果，呼籲開發新軟體工具，協助父母管控與限制小孩

際疾病分類編碼（International Classiﬁcation of Diseases）草

使用手機，並且要求這家科技巨擘研究過度使用手機對心

案，將「電玩失調」納入危害心理健康的疾病。

理健康的影響。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網站上，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編碼
（ICD-11）草案的描述，「電玩失調」是指持續或反覆的

大股東致函蘋果的信件內容指出「在呼籲產業格外重

電玩行為模式，包括線上或離線遊戲。草案指出，「電玩

視下一代的健康發展，蘋果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這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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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有利、也對下一代有益的事」。該信提及，「包括矽

癮的檢討聲浪愈來愈大，矽谷本身也興起反思運動，希望

谷在內，如今全球逐漸興起一項共識，就是在新科技一出

科技公司能重新審視並設計這些容易使人成癮的工具。

現時就應考量長久以後引發的潛在後果，所有企業都該擔
負起責任。」

曾在Google和臉書等矽谷巨擘任職的員工組成「人文
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與同樣是非

根據comScore資料，2016年美國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營利組織的Common Sense Media合作，在美5.5萬所公立學

中，iPhone即占43％，估計全美13歲以上的iPhone用戶達

校發起廣告宣導活動。這群矽谷人還將遊說國會對此立法

8,600萬人。

限制科技公司權力、要求相關政府機關善盡督導責任，並

面對股東的批評iPhone對生活品質和心理健康的潛在

用行動直搗問題核心：教育矽谷員工如何以人文為出發點

衝擊，蘋果宣布將推出協助父母控管兒童使用手機的新功

重新設計產品。為此設立的網站將以資料佐證不同科技成

能。蘋果指出，以iOS作業系統運作的iPhone和其他蘋果

癮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告訴工程師從何處著手改良產品。

裝置，讓父母可控管和限制孩童在應用程式（App）、電

研究人員已經證實，滑手機時間愈長、頻率愈高，會讓青

影、網站、歌曲、書籍和行動數據的使用。「我們已為

少年幸福感下降。

未來計劃新功能和強化措施，使這些工具更加強健。」蘋

人文科技中心不少成員是Google和臉書的早期員工，

果發布新聞稿說：「蘋果永遠為兒童著想，致力打造能激

如曾任臉書營運經理的帕拉基拉思、蘋果和Google溝通部

發、娛樂和教育兒童的強大產品，但也協助父母可保護兒

門前主管福斯（Lynn Fox）、創造臉書「讚」（Like）按

童上網的安全。」

鈕的羅森斯坦。目前該組織成員數還在增加。
科技公司一大部分收入來自廣告，因此設計產品時希

數位成癮 矽谷發起反思運動
臉書和Alphabet等大型科技股在股市一馬當先，意氣
風發的情況讓其他產業望塵莫及。但近來對社群和數位成

望讓用戶留在平台上愈久愈好，但這樣的商業模式無可避
免引發爭議。倡議團體最近要求臉書停止開發針對6到12
歲兒童推出的通訊服務Messenger Kids。 華

▼愛打電玩並不意味就是心理健康出狀
況，許多電玩愛好者很懂節制，一切就
看玩家打電玩的時間、頻率多常、每次
多久、在什麼時間地點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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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是病，也是市場經濟
英國設立新的部長「孤獨大臣」，以遏止現代生活的悲傷現實；日本的「無緣社會」，每年有3
萬2千人孤獨死亡；在中國，孤獨也讓「孤獨市場經濟」悄悄崛起。

會上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情緒失調可能帶來的問

社

期孤獨可能會觸發細胞變化，減弱人類對抗病毒感染的能

題，「寂寞感」也是其中之一，現在，英國決定任

力。2017年的研究則發現，當感冒時，孤獨可能會讓病情

用「孤獨大臣」來處理這個「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悲傷現

惡化。感到孤離亦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2015年發表於

實」。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整合分析顯示，
孤獨與早死機率增加26％有關。孤獨者也有可能會造成

孤單猶如一日抽15根菸
根據考克斯孤獨基金會（the Jo Cox Commission on
Loneliness ）在2017年12月提出的報告，報告中形容寂

醫療系統的負擔。2010年發表於《The Lancet》的論文指
出，有些感到孤獨的人，就算身體相當健康，也會在佳節
期間前往醫院。

寞「對健康的有害程度就跟一天吸15根菸差不多」，
報告也指出，在英國擁有 6,564萬的人口中，大約有超

孤獨是現代生活的悲傷現實

過 900萬人表示自己總是或經常感到寂寞，其中有 200萬

梅伊在聲明中表示，「對太多人來說，孤獨是現代生

人處於長期寂寞的情況，他們可能有好幾天、甚至好幾

活的悲傷現實。為了我們的社會、我們所有人，我希望

周完全沒有與社會互動。這份報告也促使英國首相梅伊

面對這項挑戰並採取行動，處理老者、照顧者、失去至愛

（Theresa May）於1月任命體育與公民社會政務次長孔芮

者──那些沒有人可以與他們談天或分享想法和經驗的人

忻（Tracey Crouch）擔任「孤獨大臣」（The Minister for

──所承受的孤獨。」

Loneliness）。英國政府已經編列了數百萬英鎊的預算，讓

考克斯委員會也發表聲明指出：「孤獨不分長幼，一

孤獨大臣一方面能整合既有政策，也能針對未來擬定出更

視同仁。委員會過去一整年獲知新手爸媽、身心障礙人

明確的計畫。

士、看護者、難民體會的孤獨感。」英國紅十字會形容，

這份孤獨報告，是由英國紅十字會和連鎖合作超市
Co-op委託，並由考克斯孤獨基金會發表。考克斯孤獨基
金會，紀念於2016年遭右派極端主義者殺害的工黨政治人
物考克斯（Jo Cox），考克斯在過世之前，就已設立了基
金會，希望能協助評估並處理英國的孤獨問題。

孤獨可能會影響民眾的健康
2015年發表於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研究顯示，感到孤獨可能會增加
生病的機會。Live Science先前的報導指出，這是因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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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和孤立就如「隱形流行病」，在退休、死別、分離等
不同人生時刻，影響各年齡層的人。

英國最大銀髮族慈善機構「Age UK」執行長羅賓森警

紅，引發輿論開始關注一批孤獨寂寞的「空巢青年」，以

告，孤單問題可能致死。他說：「孤單對健康的危害已被

及因此不斷誕生的新商業模式，專家表示，隨著這些「空

證實比每天吸十五根菸還糟，但這可以克服，沒必要成為

巢青年」的增加，中國的「孤獨經濟」可望超過日本。

影響年長者生活的因素。」美國公共衛生署前總署長莫西

阿里的消費數據顯示，2017年在「單人份消費」和

去年投書「哈佛商業評論」寫道，孤單會使罹患心血管疾

「悅己消費」的成長勢頭迅猛，像是單人火鍋電磁爐的

病、失智、憂鬱和焦慮的風險大增。

購買人數成長240％，迷你洗衣機成交額也達10億元人民

英國國家統計局將建置一套測量孤單的系統，成立基
金協助政府及慈善機構發展更廣泛的策略，以找出解決這
個問題的機會。

幣，而女性用的情趣用品銷量更增加11倍。
因為中國民眾很多是離鄉背井去工作，遠離家人，且
在大城市生存的壓力很大，脈脈數據研究院與小豬短租日
前發布的2017年度職業數據白皮書《孤獨經濟》，發現在

日本每年3萬2千人孤獨死的「無緣社會」
2010年，日本NHK的一個節目，介紹日本正變成「無

中國民眾的孤獨原因，前五名的是離鄉背井、單身沒有另
一半，以及因為貧窮、缺乏朋友、與事業上的挫折。

緣社會」：「親人離鄉背井不在身邊，終身僱傭制度被打

數據顯示，61.47％的人平時會感覺孤獨；其中，經常

破，導致企業社會制度崩壞，人與人間的關係正愈來愈疏

感到孤獨的占27.22％；每天都會孤獨的占21.01％。而有

遠。」「每年日本有3萬2千人孤獨死，其中1,000人更是身

57.69％的孤獨人群表示，會為了排解孤獨產生消費，超過

分不詳。」

4成的人因此每個月大概花費1000到3000元，還有3成4的

所謂「無緣」，是指日本人正失去三大「緣分」：社

人會花3000到5000元。

緣、血緣、地緣。「社緣」是指工作與人際關係的連結
（「會社」是日語「公司」的意思）；「血緣」是指與親
戚的關係；地緣則是指與故鄉的相聯。儘管無緣社會影響
的是所有日本人，但對年老長者的而言最為嚴重。

因孤獨而意外竄紅的行業
而這些「孤獨消費」大多花在遊戲、直播、服裝，或
是看電影、吃大餐等，所以這也意外捧紅了一些行業和領
域，像是外賣與直播，所以近來連電影院都會開出一人優

東京都內每年孤獨死人數

惠方案，如果你在海底撈吃一個人吃火鍋，還可以請店家
「請出」巨型布偶熊陪你吃飯。

（死亡人數）
3000
2733

傳統的房地產行業，也默默為了「孤獨」而改變，越
來越多面積在40、50平方公尺的單身公寓產品，還有開發

2500

商提出年輕人的「公寓社區」概念，在公寓裡有書吧、飲
吧、餐廳等，除了方便，也是創造彼此相聚互動的機會。

2000

此外，迷你卡拉OK間的蓬勃發展，與外界隔絕的一
人迷你健身房，以及台商呷哺呷哺的「一人一鍋」小火鍋

1500

業績強強滾等為例，認為中國大陸年輕人比上一代更追求
0

個人體驗和個性化服務，所以通過「接受」並「消費」孤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資料來源：內閣府

獨來尋求宣泄情感的出口。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家胡星斗表示，由於長期受到嚴

中國孤獨經濟崛起

重老齡化問題的困擾，在日本，孤獨是一種常態，然而中

「孤獨」很值錢？日本手遊《旅行青蛙》在中國的爆

國的「孤獨經濟」可望超過日本。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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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經濟學發威
現在不但點燈、安太歲可透過「宮廟ATM」，甚至連走進廟裡都不用；唸佛可以用「智慧佛
珠」，可以自動累算誦經次數、迴向功德；媽祖卡是「過火（過爐）」加持過的護身符也是信用
卡，可以邊刷邊捐香油錢做功德，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票證也分別與香火鼎盛的媽祖廟跨界合
作，主打支付便利隨身保平安商機。
傳統的台灣人而言「有燒香有保佑」，台灣三步一

對

宮廟ATM點光明燈、安太歲

小廟、五步一大廟。算命昌盛，神明出頭，主要的

台灣永豐銀行從2015年起推出「宮廟ATM」頗受好

原因來自凡人無能，世事多變，只好求助神明幫幫忙。現

評，客製化的宮廟ATM除存提款外，還可點光明燈、安

代科技創新發達，敬天畏神的傳統也能拜科技所賜而方便

太歲、領籤詩，讓信徒更方便，廟方也可每日回存捐款及

許多，但虔誠之心並未改變。

其他收入，降低現金保管風險。今年永豐的宮廟ATM更厲
害，擴大旗下超過570台，一次滿足到松山慈惠堂、松山

智慧佛珠成為你念經祈福的現代好夥伴
科技日新月異，行動穿戴裝置也力求突破，就連許多
人經常配戴的佛珠都邁向科技化。電腦品牌廠宏碁跨足文
創產業，將發行智慧佛珠Leap Beads。
智慧佛珠源自生活修身、修心創

慈祐宮、木柵指南宮、新港奉天宮、樹林濟安宮、松山奉
天宮、台灣首廟天壇、新營太子爺廟、正統鹿耳門聖母廟
等9家宮廟祈福的需求。
「宮廟ATM」免去長途跋涉、舟車勞頓，到街口轉角
就能替全家保平安，得到媽祖的庇佑。

作概念，搭配宏碁獨家設計的生活修
行App，可輕鬆設定靜修念佛、轉

護身符 也是信用卡、電子票證

動佛珠、健康紀錄及社群功

宗教認同卡是信用卡也是護身符，讓持卡人刷的心安

能，透過手機不只能設

理得、愈刷愈有福氣，卡友不僅本身含金量高、持卡忠誠

定適合唸佛的環境音、

度夠、還不輕言剪卡。例如合庫鹿港天后宮認同卡不但有

宏碁智慧佛珠Leap Beads

輕鬆掌握習課、靜坐進

高額且無上限的現金回饋，卡友每刷一筆合庫就提撥刷卡

圖∕宏碁提供

度，讓使用者不用再分

金額的0.3％給天后宮做公益。

心計算時間、次數。

除台新銀、台中銀、華銀等銀行分別與北港朝天宮、
大甲鎮瀾宮合推「媽祖聯名卡」外，台北富邦銀行有「法
鼓山自在卡」、中國信託發行慈濟蓮花卡持卡人、台灣銀

大甲媽祈福筆電 保證有「過爐」
「智慧佛珠」並不是宏碁首度跨界宗教市場，去年初

行攜手與基督教論壇基金會共同發行「祝福認同卡」，都
是宗教認同卡。

台灣宏碁就曾與大甲鎮瀾宮合作，推出限量版的大甲媽祈

至於一卡通、悠遊卡也看好電子票證與民眾生活息息

福筆電，除內建大甲媽祖的桌布及開機畫面，還標榜產品

相關的特性，紛紛與各大宮廟跨界合作，推出護身符式的

出貨前全都經過過爐儀式祈福，果然一推出就吸引信眾搶

卡片，或者虎爺等宗教圖騰的造型卡片，一方面讓信徒保

購，也讓宏碁見識到宗教商機的威力。

平安，一面賺到隨身商機。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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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瘋和牛
公認頂級牛肉代名詞的和牛（Wagyu），在全球老饕追捧下掀起需求熱潮，即便和牛原產地日本
的消費者，都改食用價格較低廉的進口牛肉，和牛價格依舊居高不下，始終在歷史高檔附近徘徊。
香港、美國及台灣更是和牛進口量的全球前3強。
本和牛海外人氣爆棚，日本政府也力拚擴大食品與

日

和牛因豐富油脂和入口即溶的口感，備受市場青睞，

農產品出口，但和牛產業卻面臨牛農高齡化、後繼

因此即使價格昂貴，許多饕客仍趨之若鶩。去年12月，最

無人、飼養成本增加的困境，英國、澳洲等國養牛戶看準

頂級的和牛在東京中央批發市場的平均價格攀抵每公斤

商機，大舉搶進和牛市場。

2,919日圓。
拜海外需求日增所賜，去年日本牛肉出口量躍增逾

英國、澳洲養牛戶大舉搶進和牛市場
倫敦金融時報（FT）報導，去年日本養牛場數量
為50,100座，過去十年幾乎驟減40％，牛隻總數也銳減
14％，下探至250萬頭。但在和牛大受消費者歡迎帶動
下，2011年以來日本以外地區和牛產量大幅攀升。

40％達2,706噸。和牛出口市場以混種（cross-breed）的為
大宗，因為相較純血（full-blood）和牛，價格更平易近
人，消費者比較吃得起。
此時正值全球經濟成長，開發中市場的中產階級也逐
漸興起，而牛肉出口暴增正好趕上這股潮流。荷蘭合作銀

澳洲和牛協會會長吉爾摩表示，澳洲養牛戶看好和牛

行（Rabobank）動物蛋白質業務全球策略師薛拉德（Justin

市場出口商機升溫。澳洲和牛產量大約90％外銷國際市

Sherrard）說：「和牛的受歡迎度反映市場上的幾件事：

場，鎖定中東、亞洲等市場，特別是中國。

全球經濟循環和同步成長，均促使牛肉需求增加。」

雖然英國在和牛市場相對是小咖，但去年英國仍有

伊藤國際肉品銷售部門總經理安川喬之（音譯）預

4,692頭小和牛，幾乎較2016年激增50％，更是2015年的一

測，該公司的出口額在4月1日起的一年間可能從25億日圓

倍以上。英國養牛戶柴普曼（Martine Chapman）7年前開

增至29億日圓（2,660萬美元），金額將創歷史新高。伊藤

始在蘇格蘭飼養日本和牛時，少有人聽過這種頂級牛肉。

食品是日本最大頂級和牛出口商。伊藤食品也預測，到了

如今以大理石紋路油花和入口即化肉質著稱的和牛，常在

2019年至2020年間，隨著日本與十個太平洋國家和歐盟的

全球大城市多家頂級餐廳菜單上現蹤。查普曼的和牛養殖

貿易協定預料將生效，進而使和牛出口增至44億日圓。

場在英國數一數二，成為英國與歐洲頂尖主廚的主要供應

香港是伊藤牛肉的最大出口市場，其他主要買家包含

商，遠至香港都有查普曼的客戶。她透露，她農場的和牛

新加坡、美國和台灣。台灣去年9月才解除對日本牛肉長

飼養成本，是安格斯牛的4倍，但全球饕客熱烈追捧下，

達七年的輸台禁令，由於台灣市場對日本和牛的需求強

和牛受歡迎的程度始終不減，價格也獲得支撐。

勁，預料自4月起的一年間，伊藤食品銷至台灣的肉品數
量將成長兩倍。

香港、美國及台灣是和牛進口量全球前3強
有「牛肉界極品」美譽的日本和牛在世界各地愈來愈

和牛在世界各地掀起熱潮，也是搭上全球經濟擴張及
開發中市場中產階級崛起的順風車。 華

受歡迎，售價也水漲船高，日本肉品加工公司計劃增加和
牛出口，以因應來自香港、美國和台灣等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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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與公益事業
結合起來的健身潮流
瑞典興起「慢跑撿垃圾」（plogging）的潮流，該字結合「慢跑」（jogging）和撿（picking）
垃圾兩個意思，這個活動不僅讓你保持身型，也讓環境變得更美好，這項運動正席捲全球各地。

據社群媒體最早的貼文，「慢跑撿垃圾」

根

大自然的任何活動都是件好事。公眾對於塑料垃圾的觀念

（plogging）這項環保健身熱潮已在瑞典風行一

有了實質改變，《藍色星球》等節目凸顯了這一危機的災

年，但直到近幾個月才流傳到其他歐洲國家。

難性後果，也有助於人們觀念的轉變。」
Plogging並非首個將跑步與公益事業結合起來的健身

Plogging，健身又環保

潮流。「為老年人跑步（Running for the elderly）」的想法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慢跑撿垃圾的人不僅獲

很簡單：去跑步，拜訪一位老年人，聊聊天，喝喝茶，再

得跑步的好處，蹲下撿地上的瓶罐和垃圾時，深蹲的動作

跑回來。老年人的孤獨問題在英國日益嚴重，但隨著超過

還可強健核心肌群，而且滿跑者只需要一套運動服、一個

1萬人參與這項跑步活動，「為老年人跑步」找到了解決

垃圾袋和一雙手套。

之道。「導盲跑（Guide running）」是初創公司斯圖爾特

根據Core77雜誌報導，環保份子Erik Ahlström是這項

快遞公司（Stuart Delivery） 和房產信託教會合作，給流浪

潮流的推動者之一。當他從瑞典滑雪小鎮奧勒（Åre）搬

者送去衣物和健康食品。快遞物品多數由騎行者送達，所

到斯德哥爾摩時，他覺得這的城市就像垃圾場。Ahlström

以參與者能在幫助困難流浪者的同時健身。 華

組織慢跑團體，讓大家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邊慢跑
邊打掃城市。根據Core77，「plogging」是結合「慢跑
（jogging）」和瑞典短語「撿起（plocka upp）」組合而成
的。
很多人看到垃圾就搖頭，一想到要撿起垃圾就覺得
噁心。但根據瑞典文化組織Plogga網站，現在「慢跑撿垃
圾」改變民眾對垃圾的看法，將清掃垃圾變成一種流行。
社群媒體Instagram上出現許多「plogging」的標籤，可看
出全球多地正興起這項活動，包括英國、法國和泰國等。

跑步與公益事業結合起來的健身潮流
跑步和公益活動常常緊密相關，想想那些為了慈善募
捐跑馬拉松的人就知道了。但沒有比plogging更潮的流行
健身趨勢。環保專家莉齊-凱爾幫助開展了全英活動「塑
料偵查（Plastic Patrol）」，這一活動的目的是清除內陸水
道的塑料污染。她說：「能讓人們走進大自然，主動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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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告急

開普敦面臨無水可用的Day Zero
氣候變遷造成南非西部與南部久旱無雨，若旱象持續，開普敦(Cape Town)恐將成為全球第一個
無自來水可用的城市。
期旱災使南非大城開普敦（Cape Town）陷入缺水

來；馬桶水箱空空如也，小便池永遠是黃的；政府當局派

危機，官方宣布若水庫再無進帳，無水可用的大限

出鑽探單位，到處研究有無水源可採。

長

「零水日」（Day Zero）將會在8月27日出現。
氣象專家表示，開普頓最近3年受大西洋異常高壓影
響，冬季鮮少降雨，2015年和2017年更是史上最乾燥的兩

南非「智慧用水」組織估計，淋浴沖澡一次，每分鐘
用掉15公升，上廁所沖水一次，要用掉15公升，再不省著
用，「零水日」只會更早到來。

年，水庫水位不斷下降。開普頓市府加緊安裝海水淡化系

開普敦人口約400萬，焦慮的市民開始囤水和裝設水

統、廢水回收處理系統，開源節流，但僅有5成5居民確實

塔。氣候變遷使得近年降雨時間不斷延遲且不穩定，如果

配合限水。

今年冬天未能有足夠降雨，開普敦恐將真的出現水龍頭流

開普敦正面臨嚴重旱災，近3年降雨量極低以及異常

光最後一滴水的「零水日」。

乾旱的冬季，使得水庫平均水位已降至滿水位的4分之1。
這個人口370萬的南非大城，水庫蓄水量原本只剩不到90

天災人禍造成缺水窘境

天。官員先前預估，停水末日可能在4月或5月來臨，後來

究竟為何堂堂南非第二大城會走到這般缺水窘境，探

延至6月4日。所幸到2月底，由於農夫協會慷慨將私用蓄

究原因，有天災也有人禍。天災是氣候變遷；近年乾旱程

水庫釋出100億公升用水，以及民間節約用水有成，令官

度非常嚴重，過去3年是開普敦過去30年最乾的3年。再來

方將大限之日延至7月9日。

人為的部分；從1994年來開普敦人口成長了八成之高，但

儘管如此，開普敦仍無法脫離停水大限步步逼近的
陰霾。一旦水庫蓄水量低於13.5％，市政府將停止供應

是水資源完全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供水一年比一年吃
緊。

自來水。現在開普敦政府已經展開節水行動，除了試圖

雖然開普敦市府發布最新消息，全面斷水日可望延後

將海水淡化加工成飲用水，也開始採集更多地下水。據

到8月27日，當地政府多了一些時間可興建海水淡化廠，

《BBC》，由於家庭用水佔了開普敦用水量的70％，因此

或開鑿地下水，但因效率緩慢，恐怕也無法救濟。

居民現在也被要求節水，每天只能使用87公升的水，2月
開始每天的可用水量還會降到50公升。

有水當思無水苦，開普敦可當借鏡
面對南部與西部地區乾旱嚴重，南非政府宣布這是場

開普敦面臨「歸零日」水荒 每人每日限水50公升
政府下令每人每天用水不得超過50公升，想辦法要把
無水可用的「零水日」（Day Zero）大限拖延到明年，並
冀望今年冬天能有足夠降雨化解危機。
開普敦為省水無所不用其極，飯店客房的電視螢幕提
醒房客「淋浴限90秒」；餐廳和酒吧把洗手間水龍頭鎖起

國家災難，重創當地觀光業，使遊客人數銳減，也意味政
府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和資源來解決這場危機。
開普敦的例子，給全世界的大小城市都示現一個教
訓。面對嚴重的氣候變遷，可能衝擊
的面向既廣又深，原本看似唾手可得
的水資源，將變得一滴難求。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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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凱迪亞
的孔雀植物園
吳宗錦｜圖‧文

住在南加州亞凱迪亞市的居民，都知道一處占地達一二七英畝的「洛杉磯縣立
植物園」（Los Angeles County Arboretum），因為是公立的，所以入園門票很便宜，
成人只需要八美元，六十五歲長者只需六美元，五歲至十二歲兒童只要三美元，五
歲以下免費。這個公立的「洛杉磯縣立植物園」，因養有很多孔雀，因而有「孔雀
植物園」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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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縣立植物園（Los Angeles County Arboretum）中央的「包爾草原及噴水池」。

凱迪亞的孔雀植物園就位在亞市最大的西野購物中

亞

分為花園及歷史建築兩大展覽主題，其中花園部分約占

心（Westfield Shopping Mall）對面，包德溫大道的

一百一十一英畝，為一九四七年時，由加州政府與洛杉

西側，入口處有一處大水池和噴泉，很容易認得出來。因

磯縣政府購置，經整理設計分為下列幾區，花園有：澳

為交通方便，門票便宜，孔雀植物園成為亞凱迪亞居民散

大利亞植物區、非洲植物區、慶典花園區（Celebration

步走路運動和休閒的最佳去處，一到例假日或周末、星期

Garden）、編織花園區（Weavers Garden）、四季花園

日，其有限的停車場常常車滿為患，晚到的遊客很難找到

區（Garden for All Seasons）、婚禮花園區、熱帶溫室

停車位，有的人就把車停到西野購物中心停車場，然後再

與蘭花區、肉食植物區（Carnivorous Plants）、包爾草

走路過街才能入園。
洛杉磯縣立植物園的土地，原來是屬於一位蘇格蘭
移民雨果瑞德（Hugo Reid）的產業，他是植物園附近擁

▼在洛杉磯縣立植物園可以看到很多孔雀，運氣好的話可以看到「孔雀
開屏」。

有佔地一萬三千英畝的聖塔安尼塔莊園（Rancho Santa
Anita）的大地主，他在一八四○年在此建造一棟白色外
牆為主的典型西班牙式住家。到了一八七五年傑克遜包德
溫（Jackson Baldwin）成為聖塔安尼塔莊園的新主人，並
於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間，在此建造了「安妮皇后小
屋」，本來要送給他的第四任太太麗麗當蜜月禮物，只可
惜麗麗無福消受，兩人在一八八五年就離婚了。小屋目前
為國家古蹟，可以從窗戶觀看到屋內當時的家具布置和生
活情形。
佔地達一百二十七英畝的洛杉磯縣立植物園，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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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植物園的西半部的「熱帶叢林」。

原及噴水池（Bauer Lawn & Fountain）、熱帶叢林區

園，就是「慶典花園區」，這裡是孔雀最常出沒的地方之

（Tropical Forest）、土力池（Tule Pond）、草地小河區

一，花園內有小水池和火爐，讓人彷彿置身在豪宅的後

（Meadowbrook）、亞洲植物區、美洲植物瀑布區、和玫

院。然後走過「編織花園」就是「四季花園」，花園內種

瑰園等。歷史建築有：雨果瑞之家（Hugo Reid Adobe）、

有各種野花、藥草、蔬菜，以及幾個特殊造型的雕塑。四

安妮皇后小屋（Queen Anne Cottage）和馬廄、聖塔安妮塔

季花園旁就是「婚禮花園區」，這裡出租給人辦婚禮。走

車站（Santa Anita Depot）等。

過婚禮花園區就是「肉食植物區」，區內有各種肉食植物

從入口水池和噴泉左邊的售票處，購票後進入植物
▼包德溫湖湖畔的「安妮皇后小屋」。

如豬籠草等，之後就是「熱帶溫室與蘭花區」，溫室內維
持熱帶植物所喜愛的溫暖潮濕氣候，並有一個水池，在蘭
花區可觀賞到各種蘭花爭奇鬥艷。走過溫室和蘭花區，就
可以來到「澳大利亞植物區」，澳大利亞區是植物園裡最
大的一區，以無尾熊最愛的尤佳利樹為主，園內的步道非
常有特色，有動物及澳大利亞土著專用迴力鏢的圖案，如
果走到步道盡頭就可發現原來整個步道像是以一條大蛇的
造型。走過澳大利亞區，就是植物園最東邊了。從澳洲區
往西邊走，就是「非洲植物區」，以沙漠植物為主，區內
的蘆薈步道種植有各樣大大小小的蘆薈，和馬達加斯加多
刺植物森林，長滿各種沙漠內常見的多刺植物。
走過非洲區，就來到植物園中央的「包爾草原及噴水
池」，整座縣立植物園的東半部就走完了，其他園區屬於
植物園的西半部。包爾草原及噴水池有壯觀的花崗岩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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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內著名的「包德溫湖」（Baldwin Lake）。

的大型噴水池，以及巨型花崗岩柱來顯示植物園的氣派，

「聖塔安妮塔車站」則放置在植物園的西南方，緊鄰

廣大的草原經常可見到孔雀、野雁、野鵝到處閒逛，同時

包德溫大道旁。這座車站建於一八九○年，原來是位在植

大草原也是遊客玩飛盤或放風箏的最佳處所。

物園北邊聖塔菲鐵路的舊車站，於一九七○年時車站廢棄

來到植物園的西半邊，首先看到的是「熱帶叢林」，

不用，特別搬到植物園內，成為園內的古蹟之一。

有各樣熱帶及亞熱帶植物和棕櫚樹。不見天空的熱帶叢

到這座洛杉磯縣立植物園遊園觀賞和休閒，倘若是第

林深處，就是植物園內著名的「包德溫湖」（Baldwin

一次光臨，最好有整整一天的時間才能盡興。公園從上午

Lake），和包德溫湖湖畔的「安妮皇后小屋」、「雨果瑞

九時開園，一直到下午四時半休園，可以一早就入園，好

之家」和「玫瑰園」等。玫瑰園位於美洲區北端，歐式的

好享受一整天的歡樂休閒時光。 華

庭園設計讓開滿玫瑰花的花園，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氣氛。
從熱帶叢林往北邊走就是「土力池」，水池內有水鳥、鴛

作者簡介

吳宗錦

鴦、鯉魚及烏龜。土力池及包德溫湖皆為幾萬年前地殼運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

動所自然形成的湖泊，不是人工挖成的。土力池西邊就是

書館學系畢業，1983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年

「草地小溪區」，區內有蜿蜒小溪經過，溪邊種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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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到了秋天楓紅時，特別有風味。順著小溪往前走還可

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

看到鯉魚池。經過草地小溪的亞洲區，再往西走就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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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裡地勢最高的「美洲植物瀑布區」，區內最著名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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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鄰亞洲區旁的瀑布，除了可以在瀑布旁欣賞美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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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從旁邊的步道登上瀑布頂端，在瀑布頂端的塔拉克山

夢》、《飛越太平洋》、《青澀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

丘（Tallac Knoll）上鳥瞰整座植物園，以及遠眺聖蓋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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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山丘上還有熱帶水池、橡樹林。

誌數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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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

用生命全部的力量，去把一件有意義的事認真做好，你

力。

就可以改變世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巨大集團前執行長∕羅祥安

國家如果不走創新驅動的道路，新舊動能就不能夠
順利轉換；強起來靠創新，創新則靠人才。

一個國家的強盛不只有軍事和政治，最核心的是要有強
大文明的力量。
如果你無法做大事，就用做大事的態度完成小事。

——作家∕龍應台

——美國勵志大師∕拿破侖．希爾（Napoleon Hill）

她強調，兩岸的領導人，唯有以更大的胸懷去解決僵
局，「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決定，才對得起一代一代起來
的世代。」

錢是用來支持我們願望的，而不是用來限制人生
的。
——公益旅行家∕褚士瑩

我們清楚，一再失敗，是進步的唯一方法。

當我們總是理所當然地把「金錢的限制」，變成不

——臉書共同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能如願去旅行的理由第一位時，或許這正是我們已經讓

他表示，這些年來，大家能想到的錯誤，他幾乎都犯

錢駕馭生活的警訊，學會解除金錢對於旅行的限制，就

過。「我出現過數十次技術錯誤和糟糕協議。我曾信錯

是鍛鍊旅行魂的關鍵一課！

人，也曾把有才華的人放在錯的崗位上。我曾錯過重要趨
勢，比別人慢半拍。我推出的產品也曾一個一個以失敗收
場。」但他表示，臉書不斷重新評估運作方式，從錯中尋

時常提醒自己是有人愛的、不孤單的，快樂就會油然

找進步的方法。

而生。
——哈佛正向心理學專家∕尚恩．艾科爾（Shawn Achor）
他認為，「成功」和「快樂」是因果關係，他歸納
出運用「正向心理學」有助於在職場獲致成功的 7 大法
則，並務實地幫助大家克服障礙、逆轉壞習慣，達成生
活與工作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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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譽可能需要花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建立，但只要五分鐘
便足以摧毀之。
——美國企業家∕華倫．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

制度資產與民主優勢，並非不能揮霍而盡。

新一代領導人像醫生，要「望、聞、問、切」。

——中國時報社論

——趨勢科技執行長∕陳怡華

只要放下無謂的害怕與偏見，參與中國崛起的機

望與聞，電腦做得比人類好，領導人在人工智慧的世

遇，分享中國崛起的紅利，可和中國並肩創造更大的榮

界裡，要做的是問與切。

景。

成長的道路上，別人不會停下來等你。
別花太多時間挑選完美時機，這只會讓你錯失好時

——英國知名天體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他雖然身體殘障，但他不能忍受身體與精神同時殘

機。
——戴爾電腦創辦人∕麥可．戴爾（Michael Dell）

數位霸權，正帶來史上未見的大破壞。但唯有大破，

障，這是他能夠保持樂觀與進取的動力。

健康，是自己最重要的情人。

才得以大立，懂得大連結者，將得天下。
——商業周刊主筆∕蔡靚萱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他表示，沒有健康身體，一切都歸零。只有失去健康
才知道健康的寶貴。

做生意要講「商道」，所謂商道，共創價值；道者，
誠信多嬴。

如果一直有驕傲的心，遲早一定撞板（受阻）。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

——香港首富、長江集團創辦人∕李嘉誠

他認為：商道就是「王道」，首重創造價值、利益

他認為：那些私下忠告我們，指出我們錯誤的人，是

平衡，如此才能永續經營。

真正的朋友。

沒有人類的和平，一切落空。
——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
他認為華人社會應有幾個共同旳目標：沒有開放的
社會，一切空轉；沒有經濟的成長，一切空談；沒有教
育的扎根，一切空白；沒有文明的發展，一切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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