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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刊上期封面故事「中美貿易攻防戰」，報導這兩個全球

本

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不但看來沒有緩和的跡象，

反而嚴重地升級。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9月24日起再針對從
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貨品，加徵10％懲罰性關稅，並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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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1月1日起，稅率提升至25％。中國當局立即宣布反制措
施，對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5％到10％的關稅。美國總
統特朗普更威脅說 :「如果中國對我們的農戶或其他行業採取
報復，我們將立即尋求對另外約267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關稅」，若美方再發動第三輪的貿易戰，等於所有自中國進口
的貨品都遭美國加徵關稅。
市場人士擔憂，這場貿易大戰恐怕曠日廢時，短期休兵的
機會愈來愈小，關稅壁壘可能成為中長期兩國貿易往來的新常
態。外界憂慮，在高度全球化、貿易分工讓各國相互依賴較過
去深的情況下，美國最新一波加徵關稅將全面影響自身產業及
消費者，並危及美國經濟復甦。日前包括思科、惠普、戴爾等
知名科技業者給美國貿易代表萊海澤（Robert Lighthizer）寫
信，期望特朗普能避免提出新一波關稅措施，以免提高科技業
界的成本。半導體巨頭英特爾也表示，美國政府若堅持加徵關
稅，受到牽連的將包括5G等下一代通信技術。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後，經常毫無預警
地宣布重大決策，讓全球政要心驚膽跳；例如他上任的第一道
行政命令就是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隨後接連
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全球移民公約」、「伊朗核子協
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甚至多次表達希望退出WTO
（世界貿易組織），完全不遵守美國歷任總統代表美國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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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各種承諾和條約。今年3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
鋁分別課徵25％和10％關稅，影響歐盟、加拿大，以及墨西
哥等國家，挑起全球貿易衝突。接著單挑中國，更針對個別國
家的展開貿易戰。特朗普的「美國至上」政策，引燃了中美貿
易戰升級之後，國際貿易秩序可能會出現哪些連鎖反應呢？本
期【封面故事】特別以「貿易戰的連鎖效應」為題，刊出多篇
相關內容給讀者參考，讓大家思索如何因應這個國際貿易的大
變局。
其他精彩的內容還有【全球視野】、【特別報導】、【產
業風雲】、【世界萬象】、【寰宇行腳】、【全球智慧】等專
欄多篇豐富的內容，請讀者自行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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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發燒的地球
極端氣溫將成夏季常態
今年夏天，熱浪襲擊亞歐非美四大洲，連北歐和北極圈內都飆出破紀錄高溫。研究報告指出，
若極冰持續融化，森林持續被砍伐，溫室氣體繼續增加，地球將在未來數十年內跨越臨界點，形成
「溫室地球」（Hothouse Earth），許多地方將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浪持續席捲北半球！不但日本、南韓陸續出現罕見

熱

是冬季，但澳洲東部部分地區預料將經歷記憶以來的最嚴

高溫，連北極圈內過去最高溫不超過17℃的挪威村

重乾旱。澳洲人口最多且農業產值約占全國四分之一的新

莊，都飆出32℃超高溫紀錄，德國也因持續酷熱導致多條

南威爾斯省，99％的土地處於乾旱狀態。

河川內的魚群窒息翻肚。研究指因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極端
氣候未來仍將持續，中國華北甚至會熱到人類無法居住。

東奧防暑 日本擬推「熱指數」
日本今年熱浪襲擊，出現逾41度高溫，2020東京奧運

北歐高溫森林大火 現代版聖經十災
瑞典北極圈內的小村科維克約克，近日氣溫飆到攝氏
32℃，刷新當地紀錄。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八年來首度飆
到攝氏30℃。挪威北部巴度佛斯鎮，出現破紀錄的33.5℃
高溫。此外，瑞典遭遇七十四年來最嚴重乾旱。單是在七

可能面臨同樣酷熱，防暑對策成為考驗。日本政府正研議
採用新的系統演算，東京奧運期間提前兩天發表「熱指
數」，讓選手與觀賽民眾提前做好預防中暑的準備。
南韓的首爾與洪川，分別出現39.6℃與41℃，不但創
下111年來最高溫紀錄，甚至比東南亞的泰國還要熱。

月中旬，瑞典全國就有四十起森林火災，其中十一起在北
極圈內。

氣候變遷讓熱浪發生可能性倍增

八月初，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高溫突破47℃，直逼歐

熱浪已席捲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日本及南韓等

洲1977年的48℃紀錄。這波熱浪猛烈，連瑞典最高峰克內

國，歐洲也遭遇逾百年來死傷最慘重的森林大火。氣候學

開瑟峰（Kebnekaise ）的冰河都融化了，失去瑞典最高峰

家在最新發表的報告中指出，人類活動所導致的氣候變

的寶座。至於德國柏林飽受乾旱與熱浪衝擊，光從衛星照

遷，已讓熱浪發生的可能性倍增。

片就可說明一切，該地區去年7月底時還一片綠油油，如
今卻是熱到農作物枯乾。

世界氣象組織發出聲明，北半球暖化速度快於全球平
均值，異常炎熱和乾燥的天氣讓各地森林更易燃，且野火

英國今年夏天也持續異常炎熱，度過逾百年來第3熱

釋出大量二氧化碳和毒物，又加劇全球暖化並形成污染，

的7月。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也出現接近30℃的高溫，當局

影響全球生態、氣候以及人類呼吸道健康，長期而言甚至

宣布開放數百間「涼室」，供民眾吹冷氣休息。 今夏的歐

造成糧食短缺及社會動盪。

洲彷彿現代版的聖經十災。

不遏止全球暖化 專家：極端氣溫將成夏季常態
澳總理滕博爾宣布：澳洲已經變成「乾旱大地」

英國倫敦衛生暨熱帶醫學院專家的最新研究則指出，

澳洲總理滕博爾警告，澳洲已經變成「乾旱大地」，

因為氣候變遷導致的致命熱浪，頻率與嚴重性極可能繼續

他並宣布進一步協助受災農民的新措施。雖然澳洲現在仍

增加，赤道附近熱死的人數可能快速上升，其中，哥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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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在2031至2080年間，因太熱而早死的人數恐將比1971年

未來數十年內跨越臨界點，形成「溫室地球」（Hothouse

到2010年多出20倍。

Earth）。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最新研究報告更警告，中

由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澳洲國立大學及德國波茨坦氣

國華北平原在82年後將會熱到難以忍受，數小時內就會讓

候影響研究院等科學家合作、刊載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

待在戶外工作的人有性命之虞，是全球最致命的地方之

刊」的研究報告指出：「溫室地球可能是無法控制且危險

一。而世界衛生組織（WHO）預測則顯示，2030至2050年

的。」

間，高溫將使全球每年多死3萬8000人。

參與研究的科學家認為，地球「回不去的臨界點」是

全球各地今夏熱浪頻傳，氣候專家表示，如不抑制全

比工業革命前時期均溫升高攝氏兩度，這也是2015年巴黎

球暖化，過去被視為不尋常的極端氣候，到本世紀下半葉

氣候協定的2100年前減碳目標。目前地球均溫比工業革命

將成為夏季常態，屆時歐洲恐3分之2的人都要面臨極端天

前上升1℃，並以每10年增加0.17 ℃的幅度上升。

候。

科學家說，人類若以現在的方式持續破壞地球，未來
全球平均氣溫將比工業化之前高 4∼5℃，海平面比現在

南極融冰加快3倍，本世紀末促升海平面15公分

高 10∼60 公尺，威尼斯、紐約、東京和雪梨將被淹沒，

一項由全球84位科學家匯整20年衛星數據的大型研究

「而且在未來數十年內就會發生」，這就是「溫室地球」

發現，南極洲的冰層正加速消融，自1992年至2017年已融

（Hothouse Earth）。

冰逾2.7兆公噸，使全球海平面上升7.6公釐；其中2012至

融化的極冰導致海平面大幅上升，淹沒沿海地區，影

17年的融冰速度更比之前加快了3倍。若不遏止暖化以減

響數億人口。不僅如此，到本世紀結束前或更早，河流將

緩融冰速度，全球沿海地區都將受到嚴重威脅。

經常氾濫，暴風雨肆虐沿海住宅區，珊瑚礁恐將絕跡。

南極洲幅員約為美國加墨西哥的國土面積，全世界的

報告也提到，一旦地球升溫攝氏兩度，可能驅動一些

淡水有60％至90％蘊藏在南極洲的冰層中，若全部融化，

重要的氣候因素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其他因素，形成骨牌

可使全球海平面上升58公尺。依此速度，至本世紀末，單

效應，如此恐導致地球升溫更劇烈。研究另一共同作者、

是南極融冰就會導致海平面上升15公分，還不計入其他地

波茨坦研究院主任宣胡博表示，這項災害「可能顛覆整個

區的融冰。

地球系統，形成新的運作模式」。

過去百年，全球海平面共上升20公分，主因是地球均

研究報告共同作者、斯德哥爾摩生態回復中心執行總

溫上升1℃造成海水自然膨脹；但最新研究顯示，南極洲

監洛克斯壯說：「若溫室地球成真，地球上許多地方將變

已是目前導致海平面上升的最主要來源，其次是格陵蘭融

得無法居住。」科學家亦擔憂，野火可能讓地球更乾燥、

化的冰棚，海水膨脹是第三大主因。

更炎熱，並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及地球暖化速度。

9位研究南極洲的重量級科學家根據這項研究推估，
若未採取行動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至2070年，南極洲可能

科學家也呼籲人類改變生活方式，以低碳或零排放能
源取代化石燃料，並擬定更有效的終止去森林化政策。 華

有四分之一的海冰融化，最糟的情況是海平面將會比2000
年高出50公分，單是美國的經濟損失就達1兆美元。

「溫室地球」將至，地球上許多地方將變得無法居住
今年夏天全球各地野火及高溫肆虐，令人憂心氣候變
遷是否加速惡化。一項最新研究報告指出，若極冰持續
融化，森林持續被砍伐，溫室氣體繼續增加，地球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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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博弈觀光邁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推動「觀光立國」政策，
2020年以前訪日外國旅客人數要達到4000萬人、2030年達6000
萬人，達成此目標的必要條件是開放博弈特區。因此，致力推動
賭場合法化，擬設置包括賭場、飯店、購物中心、展覽會場、溫泉等娛樂設施在內的綜合型休閒設
施，也就是所謂的博弈特區。
本首相安倍晉三所力推、涵蓋賭場在內的《綜合度

日

按國會通過的新法，賭場可提供貸款給予賭客，外界

假村實施法》（Integrated Resort，IR實施法），7月

憂慮這可能會助長賭風及病態賭博行為。為避免民眾沉迷

在國會參議院院會獲多數支持過關。日本全境未來最多將

賭博，將設定在地人每周最多3次、每28天10次的入場上

興建3處設有賭場的綜合度假村，首個合法賭場最快可望

限，並收取6000日圓入場費。

於2020年代中期開業。這是日本首次合法化民營賭場，反
對者擔心賭博成癮導致的社會問題擴大、治安恐趨惡化。
為此，日本政府將設立賭場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管賭場營
運。

大阪積極設IR特區，並爭取申辦2025年萬國博覽會
各地方自治體都開始積極爭取設置IR特區，期待能為
地方上拓展財源。最積極的是大阪，大阪府和大阪市計畫
在大阪灣的人工島夢洲設IR特區，且配套爭取申辦2025年

賭場綜合型度假村實施，吸引外國遊客赴日觀光
日本自民黨與公民黨執政聯盟為刺激經濟發展，提案

的萬國博覽會，希望兩項大工程的基礎設施能同時動工建
設。

設立融合民營博弈事業的度假特區，並於國會參議院院會

日本全國可能獲准設置IR特區的最多只有3處，最快

順利通過。他們認為，賭場綜合型度假村實施法允許設

要2020年度以後開業，如果延宕的話，可能於2023至24年

立的綜合型度假村賭場收益透過管理機制，將可建設大型

度，甚至2027年度以後才能開業。

國際會議場所和劇場等設施，進一步吸引外國遊客赴日觀

日本將博彩場所賭博合法化，讓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光。這是安倍2020年東京奧運會後經濟成長戰略之一。未

股份有限公司（Las Vegas Sands Co., LVS）和美高梅國際

來綜合度假村必須將賭場收益3成繳交國庫。

酒店集團（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 MGM）等公司首次

▼日本自民黨與公民黨執政聯盟為刺激經濟發展，提案設立融合民營博

可以在日本開業運營。全球博彩運營商已表示，將依照法

弈事業的度假特區，並於國會參議院院會順利通過。

律在每處度假酒店投資至多100億美元。
新法規定民營賭場營業採執照制，政府新設的賭場管
理委員會，負責賭場營運方的管理監督，對違反法令業者
祭出吊銷執照等行政處分。

通過《賭博依賴症對策法》
此外，日本國會參議院已通過《賭博依賴症對策
法》，明文規定政府有義務針對賭博依賴症提出完善醫療
的體制，並制定對策計畫，進行預防及幫助賭博成癮患者
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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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博弈特區雖是增加財源最有效、快速的方法，同
時可望引進觀光人潮，創造工作機會，相對的，博弈特區
可能使地方上環境、人口複雜化，與黑道和風化業掛鉤，
在野黨更擔心使民眾因沉迷於賭博罹患賭博依存症。

濟洲島業績慘澹，引以為戒
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Imperial Pacifi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副總裁大衛（David Bonnet）
對日本設博弈特區持樂觀看法。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應該
不是招攬觀光客，而是吸引訪日觀光客增加消費，首要目
標當然是中國觀光客，故日本還要維持好與中國的關係。
南韓濟洲島的賭場曾因受中國的杯葛而業績慘澹，日本應
引以為戒。

新加坡經驗可供借鏡

▲日本雖沒有大型賭場，但柏青哥、吃角子老虎機倒是遍布街頭巷尾，
也是日本最大眾化的賭博活動。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05年在社會反彈聲浪之中獨排眾
議，決定在聖淘沙與濱海灣興建2家附帶賭場的綜合度假

此外，日本雖沒有大型賭場，但柏青哥、吃角子老虎

村，希望藉開放賭博增加觀光吸引力以提振經濟。而為了

機倒是遍布街頭巷尾，也是日本最大眾化的賭博活動。許

降低賭博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李顯龍提出國民需繳費進

多上班族若有一點空檔，不是去喝咖啡，就是到柏青哥店

入賭場等防堵措施。

裡拉兩把，老年人或菜籃族也喜歡到這裡試試賭運。

2 0 0 4 年 11 月 ， 李 顯 龍 提 出 建 造 2 家 綜 合 度 假 村

柏青哥魅力有多大？在1995年全盛時期，每年的營業

（Integrated resort，簡稱IR）的計畫，2005年4月18日，李

額高達30兆日圓，投入人口多達3000萬，幾乎是每4人就

顯龍不顧反對，冒極大政治風險毅然宣布批准計畫，在聖

有1人有此癖好。放眼世界，能把賭博融入日常生活，大

陶沙島和濱海灣興建賭場及飯店等相關設施。推動此計畫

概只有日本了。

目的是要振興經濟，讓本國旅遊業與周邊曼谷和香港等熱

除了柏青哥是「國民休閒娛樂」，公營的賽馬、賽

門城市競爭。李顯龍承諾建立預防措施，例如禁止未成年

艇、賽車等各種合法博弈也非常蓬勃。此外，日本人也打

人進入賭場，以及國民需支付100新元的入場費，永久居

麻將，但不是在家裡打，而是到「麻雀」館進行方城戰。

民需支付一年2000新元的入場費。

柏青哥、公營博弈、麻雀館等大小賭博加起來，金額多

賭場業者數十億美元發展濱海灣金沙和聖淘沙名勝世
界這兩家綜合度假村，完成後除了創造逾3萬5000個工作
機會，濱海灣金沙特殊的造型更成為新加坡的新地標。

達36兆日圓，可見日本人真的很愛賭，是超級賭博大國無
誤。但賭癮的後遺症也成了社會隱憂。
2017年9月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終
生戒不掉賭癮的日本成人大概為3.6％，估計有320萬人，

柏青哥林立，日人嗜賭融入生活

遠高於全球的平均值2％。其中花在柏青哥、吃角子老虎

日本的賭博文化早已盛行，賽馬、賽車、賽艇、賽自

機上的賭資最多，每月平均為5.8萬日圓。2017《富比世》

行車（競輪）是大眾熟知的四項公營競技，政府通過特別

日本富豪榜前50名中，有7位是靠生產柏青哥機台起家或

法案，將賭博營收充當地方財源及公益之用。

經營柏青哥店家的大亨。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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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簽公約．共用裏海資源
裏海（Caspian Sea）五國──俄羅斯、哈薩克、伊朗、亞塞拜然和土庫曼的國家元首，在第五
屆裏海高峰會議上首次達成共識，簽署《裏海法律地位公約》承認裏海合法地位。
海（Caspian Sea）位於亞洲和歐洲交界處，不僅地

裏

緣戰略地位重要，也蘊藏天然氣、石油等豐富資

源。1991 年蘇聯解體之前，裏海一直是蘇聯和伊朗共享的

哈薩克
俄羅斯

資源。蘇聯解體之後，沿著裏海長達 7,000 公里的海岸線
繞一圈就能經過俄國、伊朗、哈薩克、亞塞拜然和土庫曼
共五個國家。

裏海

亞塞拜然

土庫曼

近年來，由於裏海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有石油、天
然氣，還有可以製成魚子醬的鱘魚，這讓裏海沿岸五國都

伊朗

想從中拿到好處。但在蘇聯解體後的26年時間內，裏海五
國一直就裏海是「湖」還是「海」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

▲ 蘇聯垮台後，裏海沿岸一共有俄國、伊朗、哈薩克、亞塞拜然和土庫

分配裏海下豐富的油氣資源等問題存在紛爭。

曼 5 個國家。

裏海周邊五國國家領袖，8月齊聚於哈薩克西部城

裏海是「海」還是「湖」?

市阿克套（Aktau），共同簽署《裏海法律地位公約》

位於亞洲與歐洲交界處的裏海（Caspian Sea），是全

（Conven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aspian Sea），因為涉

世界最大的封閉內陸水域，面積大約為37萬平方公里。裏

及適用哪一種國際法，得先終結裏海到底是「湖泊」還是

海幾乎和美國加州一樣大，大約是蘇必略湖面積的4.5倍。

「海洋」的爭議。

和其他的湖泊不同，裏海的水並非淡水而是鹹的，就像海
洋一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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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裏海被界定為「海」，那麼裏海就要按照沿岸
國的海岸線長度分配，裏海還要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這就意味著裏海周邊5國以外的國家也可以進入裡
海開採資源。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保護下，裏海的
天然資源、領土權和環境管理就不只限於沿岸國家。而如
果定義為「湖」，裏海5國就可以對裏海進行劃分，但這
些國家就如何劃分，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裡都未曾達成共
識。
五國簽署的公約，並沒有把裏海定義為湖泊或是海
洋，但是賦予「特殊法律地位」，同意以類似海洋的方式
劃分裏海，以每個國家的海岸線算起，15海浬的範圍為領
海，領海向外延伸10海浬為專屬捕魚區，剩下的水域則由
五國共同享有。儘管在航運和漁權方面達到共識，不過對
於蘊藏油氣資源的海床界線劃分，仍有待進一步磋商。
公約強調，海底資源應該由相關國家談判協商，而裏
海各國也有權鋪設油氣管線，但前提是必須獲得途經所有
國家的批准。至於軍事方面，公約規定非裏海國家，不得
在這片水域駐紮軍隊，進行相關軍事活動。
▲裏海也是數種鱘魚的產地，鱘魚能製成珍貴的魚子醬。世界有 80∼

裏海蘊含豐富天然資源

90％ 魚子醬產於裏海，而魚子醬每公斤可賣到 2 萬 5,000 美元。

外傳，裏海海底蘊藏 480 億桶石油，光是石油含量就

的將來就會滅絕。當時這份調查還發現，裏海鱘魚有很

超過奈及利亞或美國單一國家境內石油蘊藏量，還要加上

大比例都是年幼的鱘魚，而不是可以產魚卵的成年鱘魚。

幾乎和沙烏地阿拉伯擁有的天然氣蘊藏量能相提並論的

也就是從那時起，有越來越多關於裏海鱘魚捕撈限制或

8.3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

魚子醬貿易的禁令。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裏海沿岸五國達成的協議將裏海水域和海床底下的天
然資源分開，這意味著裏海的石油、天然氣爭議尚未解

Nazarbayev）指出，裏海沿岸五國達成的協議，便允許各
國制定鱘魚捕撈配額。

決。土庫曼和亞塞拜然一直希望能在裏海打造天然氣管
線，如此一來，土庫曼就能直接將天然氣送往歐洲，而不

鱘魚生存受到威脅

需要繞到俄國再送往歐洲。然而，俄國一直以來都是主要

從環境污染的角度來看，裏海主權爭議還會影響到

出口石油、天然氣到歐洲的國家，這讓俄國一直很反對土

裏海生態該如何維護。依據BBC 指出，裏海一直以來因

庫曼和亞塞拜然這項計畫。

為石油開採或其他工業污染，油污已影響到裏海生態環
境，卻沒有相關執法單位可處理爭議水域的漏油或污染事

八成魚子醬來自裏海

件。聯合國高加索環境展望（UN's Caucasus Environment

裏海也是數種鱘魚的產地，鱘魚能製成珍貴的魚子

Outlook）報告指出，裏海的油污影響到鱘魚的洄游路線，

醬。世界有 80％∼90％ 魚子醬產於裏海，而魚子醬每公

當鱘魚在亞塞拜然的阿普歇倫半島（Absheron Peninsula）

斤可賣到 2 萬 5,000 美元。

附近水域游泳時，這塊水域的污染程度已經讓鱘魚的食物

然而近十多年來，裏海魚子醬產量逐年減少。2002 年
一份調查就曾經指出，裏海的鱘魚逐漸消失，或許不久

和氧氣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伊朗排放到裏海的污水，
其中的細菌也讓鱘魚受威脅。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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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日EPA．最大經濟圈誕生
歐盟與日本於7月簽訂經濟夥伴協定（EPA），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占全球國內生
產毛額（GDP）三分之一。
盟（EU）與日本7月正式簽署《經濟夥伴協定》

GDP將近3分之1、逾6億人口、約21兆美元的全球最大規

（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雙方

模廣域經濟圈，含進出口等貿易總額則占全球將近4成，

歐

幾乎將取消所有關稅，創造涵蓋將近全球國內生產毛額

將成為超大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

（GDP）三分之一的龐大自由貿易區，經國會批准後將是

歐盟擁有28國成員，是全球最大單一市場，在美國總

全球最大規模廣域經濟圈，同時也向美國表達反對保護主

統特朗普設立關稅壁壘之際，促使歐盟積極建立聯盟以對

義的立場。

抗保護主義。
日本是歐盟在亞洲繼中國之後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GDP占3成將成為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
歐日自2013年開始談判，至2017年12月才同意簽署。
去年12月，日歐達成協議時，歐盟方面包含英國在內的28

歐洲企業出口貨物到日本，一年大約580億歐元，服務業
則是280億歐元，日本市場對歐盟的吸引力之大，可想而
知。

國同意協定內容。因此，日歐期待在英國脫離歐盟的明年
3月之前，讓EPA生效。

EPA全面實施 歐盟出口商年省約10億歐元關稅

歐盟執委會發言人席納斯（Margaritis Schinas）指出，

一旦協議全面實施，日本將取消97％從歐盟進口貨物

此為「歐盟談判過規模最大的協定」，將打造涵蓋全球

關稅，這將為歐盟出口商每年省下大約10億歐元關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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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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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規則。容克表示，EU每年對日出口約280億美元，協

歐盟與日本雙邊貿易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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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效後，日歐貿易關係將再成長24％，每年可能撤除
10％的關稅。
安倍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另外還簽署了戰略夥伴
協定（SPA），將在反恐、聯合國改革等方面進行合作。

950
800

安倍指出，將與同享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治這些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

遍價值的夥伴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在各領域加強合作，
發展日歐關係，對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

年之內牛肉的關稅從38.5％降到9％，葡萄酒15％的關稅，
起司29.8％的關稅也將取消，大約85％的歐盟農產品將完
全免稅進入日本，為歐盟帶來無限商機。

歐盟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
歐盟期盼與全球的貿易更為活絡，擴大經濟成長與就

根據協議，日本幾乎取消所有歐盟商品關稅，尤其是

業機會，並提高企業競爭力，所以正積極推動自由貿易

起司等乳製品，不過該國稻米產業仍受保護。歐盟將日

協定的建立。除了與日本簽EPA，也與南美的巴西、阿根

本商品的關稅調降99％，值得注意的是，自協定生效後，

廷所加盟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墨西哥等進行協

歐盟對日本產乘用車徵收的10％關稅將在生效後第8年免

商。七月開始也與澳洲、紐西蘭談判。

徵。日本產汽車零部件也將有92％的品類免徵關稅。日本

但美國推動保護主義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歐盟與

知名的馬自達和豐田汽車，想必更能長驅直入歐洲市場。

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觸礁。六月，美國對歐盟的鋼鐵、鋁

未來日本消費者可買到更便宜的歐洲酒品與肉類，在

製品課以高關稅，採取限制進口的措施，美國與歐盟之間

歐洲方面，日本機器零件、茶、魚類等商品價格也會下

出現貿易摩擦。美國還考慮對歐洲進口車課徵高關稅，雙

降。日本政府估算，歐日EPA的經濟效應，可使以2016年

方可能升高對立。

度為準的實質GDP提高1％，即成長約5兆2千億日圓，且
可增加29萬人次的工作機會。

歐盟盼藉由與日本簽署EPA，凸顯自由貿易的重要
性。此外，繼英國表明要脫離歐盟之後，六月義大利對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日歐達成框架協議後，將可

歐盟產生質疑態度的政府上台，內部對歐盟不滿的聲音

成為推動「安倍經濟學」的新動力，對日本的農林水產業

漸出，因此歐盟期待藉由日歐EPA，對加盟國展現經濟效

者和中小企業都將帶來很大的商機。雙方將在維持自由開

果，以凝聚向心力。 華

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以及引領國際社會和平與繁榮的基
礎下，加強合作促成EPA早日生效。

▼歐盟對日本產乘用車徵收的10％關稅將在生效後第8年免徵，日本知
名的馬自達和豐田汽車，想必更能長驅直入歐洲市場。

推動安倍經濟學的新動力
安倍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及歐盟
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會談中也提及北
韓問題，安倍表示，若履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北韓將
有光明的未來。日本將與歐盟等國際社會合作，致力解決
綁架、核武、飛彈等問題。
歐日EPA自2013年3月開始談判，2017年12月達成協
議，內容包括撤除、削減物品關稅，制定高水準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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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搶救人口大作戰
中國不僅要面對出生率日趨下滑的走勢，更要面臨日益嚴重的高齡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僅中國
要頭疼，全球都要傷腦筋。
口政策是一國經濟社會的基礎，從人口絕對數量來

人

出生人口將在2018年進入雪崩，在之後10年將以每年減少

看，中國毫無疑問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但若從

30萬到80萬的速度萎縮。此外，若2015年沒有全面開放二

人口結構來看，目前中國的生育率仍趕不上世代交替所需

孩，出生人口已是雪崩式下降。未來7年內，出生人口將

的水準，即使二孩政策提高了生育率，但仍彌補不了人口

下降到1000萬以內，並被死亡人口數趕上，進入漫長的人

老化所造成的勞動力缺口，從一國國力永續發展來看，這

口負成長時期。

已經是國安層級的重大問題。
根據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資料，中國在

未來30年，中國勞動人口將減少超過3.5億人

2017年出生1723萬人，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千分之

其次，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2017年末，中國就

0.52，只有千分之12.43，這一資料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

業人員總數為7.76億人。但預計到2020年、2035年、2050

人口自然成長率下降到了千分之5.32的驚人低生育水平。

年，勞動力有效供給將分別為6.31億人、5.23億人、4.24億

1987年，中國出生2528.8萬人。1987年後，出生人口
數便一路下滑，到2004至2006年低處時，已經不足1600

人。換句話說，在未來30年間，中國的勞動人口將減少超
過3.5億人，降幅高達45％。

萬，不及最高峰時期的2/3。

生易養難，多省市補貼催生無效
人口危機7年內變負成長
中國人口學者梁建章預估，隨著育齡女性數量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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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生一個好」的時代，有不少中國大陸民眾期望
能多生個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但兩年來

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儘管愈來愈多省市提出生二孩的優

12.8％。預估到2050年全球人口數量將達到98億，其中高

惠，但效果依然不佳。許多人並非「不想生」，而是「生

齡高達31億。

不起」，至今仍未找出有效解決辦法。
中國在2016年全面開放二孩政策後，其總體生育率雖

每年新增百萬銀髮族

有明顯提升，但在北京、濟南等不少大城依然持續出現超

中國大陸是號稱全球人口屬一屬二的地區，高齡人口

低生育水平的現象，這讓二孩政策效果遠遠趕不上人口老

同樣很可觀，依照全中國老齡辦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

齡化的速度。

高齡人口已達2.4億，占全中國人口比重近17.3％，也大約
是全球高齡人口的25％，也就是說，全球每4個老年，其

祭出更多優惠政策鼓勵生育，搶救人口大作戰

中有一位是中國老人。

中國雖然已經開放二孩生育政策，但人口結構高齡化

近年來中國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正在加速中。2017年，

的警訊始終未能解除。為了避免人口危機衝擊未來的經濟

高齡人口已達24億90萬人，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48

發展力道，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罕見的動員學者

億，2025年，可望突破3億，成為超高齡型國家。

專家及相關政府部門，展開以中長期人口變動與經濟社會

中國的高齡化趨勢將會愈來愈嚴重，特別是高齡老人

發展為主題的專題調研，期望借助這份大型調研的結果做

的病殘率較其他老人更高。根據調查，中國每年新增加

為未來中國人口政策的參考依據，預計在10月下旬將公布

100萬高齡老年人口，將持續到2025年。

調研結果。
可預見的是，中國官方未來勢必會在財政、經濟領域
祭出更多的優惠政策來鼓勵生育，減稅和補貼將是這一波

高齡的扶養問題也將成為中國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
題，除了目前的家庭結構很難撐起如此沉重的負擔外，中
國也缺乏低價的、百姓能夠負擔起的養老服務體系。

「搶救人口大作戰」的目標。這些政策能否對未來中國的
人口結構帶來正面影響，還有待時間加以驗證。人口結構
急劇失衡的變化過程，將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及國力
的興衰產生極大的負面消極影響。

人口紅利消失，經濟成長引擎減速
過去中國實施改革開放，靠的是人口紅利，加上土地
成本低廉，吸引全球投資者的目光，如今這項光環正在逐
漸消失，也讓中國的經濟成長引擎可能面臨減速的危機。

全球高齡人口近10億，1/4在中國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人口已突破75億，其中高齡

從這幾年中國經成長率從兩位數跌到個位數，多少反映出
中國經濟發展位靠人口紅利的模式，不復存在。

人口（60歲以上）就有近10億，約占總人口的12.8％，不

少子化加上高齡化，正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嚴

過，中國的高齡人口問題更嚴重，不僅人數已高達2.4億，

重瓶頸，少子化所衍生而來的是勞動力可能的短缺，高齡

占總人口比重17.3％，占全球高齡人人口的25％，等同全

化則是意味著有更多的人會離開職場，同時扶養成本也勢

球有1/4的高齡人口集中在中國大陸，估計到2035年，將會

必將會水漲船高，最後終將形成社會的嚴重負擔。

突破4億大關，占總人口近3成比重，顯見高齡人口問題將
成為中國大陸當局未來亟須解決的嚴肅課題。

養老需花錢，而錢的最重要來源是稅收，如果經濟成
長趨緩，勢必拖累稅收的成長腳步，同時又因為少子化，

中國不僅要面對出生率日趨下滑的走勢，更要面臨

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中，可能形成勞動力短缺，進而衝

日益嚴重的老年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單是中國大陸要頭

擊經濟成長的發展，加上又有龐大的高齡人口要負擔，如

疼，全球都要傷腦筋。據聯合國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截

此惡性循環，這已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甚至可說是國安

止到2018年7月11日，全球人口數量介於75億至76億，其

危機。這不僅是中國須面對的議題，全球多數國家也正面

中，高齡人口計約有9.62億，占全球總人口的比重約為

對相同的嚴峻考驗。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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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富豪大城．香港稱霸世界
香港去年超級富豪人數增加31％，達到約1萬人，勝過富豪人數近9000人的美國最大城紐約；
東京排第3，洛杉磯第4，巴黎則擊敗受脫離歐洲聯盟拖累的倫敦，排在第5名並居歐洲之冠。
港擠下紐約成為全球超級富豪大城。根據總部

香

國大陸的富人分布廣泛，造富能力相當驚人。Wealth-X資

位紐約及倫敦的全球超高淨值人口資料公司

料亦顯示，2017年，全球範圍內的超高淨值人口年增長

「Wealth-X」發布《The World Ultra Wealth Report 2018》報

13％，約為25萬6千人，總資產達31.5兆美元。其中美國仍

告指出，香港的超高淨值人口（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在

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世界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超高淨

去年增加了31％，達到10000人規模，正式超越紐約拿下

值人士居住於此。

全球第一的寶座，至於中國大陸則是為幅員遼闊，高淨值
人口分布廣泛，未能有城市擠進前10。

富豪養成，亞洲潛力大

報告指出，由於香港是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和投資的重

如上述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和香港的推波助瀾下，亞

要窗口，成為中國大陸財富快速累積的一個縮影。其中，

洲地區的富豪增速最快，有統計估算，中國的億萬富翁人

香港最傑出的億萬富豪——李嘉誠名下的長江系，控制著

數實際上已經超過美國。

遍布全球的港口、電信網路和能源集團。在背靠中國的優

報告指出，亞洲地區超高淨值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已
從10年前的18％，上升到如今的25％以上。預計亞太地區

勢之下，使得香港的超級富豪人數得以奪魁。

超高淨值人口的年均複合增長率未來可望達到8.3％。
儘管在未來5年內，亞洲地區在超高淨值人口的數量

富豪人數，中國大陸增最快
另外，雖然中國各城市沒能在超級富豪人數上擠進該

仍將持續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但估計還將落後於歐

榜前10，但在超級富豪的人數上，中國卻是增加最快的國

洲、中東和非洲。但CNN的報導引述一項來自Capgemini

家之一。統計指出，在全球30個富豪人數增長最快的城市

諮詢公司的研究顯示，過去四年來，亞太地區擁有100萬

裏，中國實際上就占了26席。

美元可投資資產的人數，高於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顯示亞

報告舉阿里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為例指出，中

洲在超級富豪人數的養成上，依然潛力十足。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2018年各城市超高淨值人口數量
12000

單位：超高淨值人口數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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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淨值人口中，女性約

註：超高淨值人口指資產在3000萬美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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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創下了歷史新高紀
錄。研究還發現，這些富

6800

6000

有3萬5000人，占比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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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遊艇等另類投資占總資
產的6.6％。 華

全球創新指數
美國下滑、中國擠進前20名
聯合國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公布2018全球創新經濟的最新報告指出，中國首度擠進全球
創新指數前20大，美國則掉出排行榜前5名。

2018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2018WIPO 全球創新指數排名

Innovation Index 2018）是由聯合國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所共同發起。今年

排名

國家
地區

2017
年排名

2016
年排名

排名

國家
地區

2017
年排名

2016
年排名

度，瑞士蟬聯了冠軍，荷蘭緊追在後，瑞典、英國

1

瑞士

1

1

6

美國

4

4

與新加坡則分居第3、第4、第5名。

2

荷蘭

3

9

12

韓國

11

11

在2017年的報告中，美國還位居第4，今年卻

3

瑞典

2

2

13

日本

14

16

掉到第6名，而中國則從去年第22名晉升到今年的

4

英國

5

3

14

香港

16

14

第17名，是自該指數2007年發布以來，首度擠入全

5

新加坡

7

6

17

中國

22

25

球前20。韓國與日本分居第12、13位，香港則較去
年上升2位排行第14位。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秘書長葛里（Francis Gurry）表
示，中國排名的提高顯現出其在經濟領域上的轉型成功與

資料來源: 聯合國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量」，以包括知識產權申報率、流動應用程式開發、教
育支出以及科技出版物等在內的80項為指標分析依據，對
126個經濟體的創新情況進行排名。

突破，近年中國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已經將研
究研發與獨創性等指標列為優先考量要素。中國成為創新
先進地區，也宣告創新多極的時代到來。

中國需要聚焦效率變革，提升全要素生產力
北京大學產業技術研究院全球創新指數研究中心主任
陳東敏分析稱，今年中國首度躍居領袖類創新國家，在知

美國在關鍵創新投入和產出首屈一指
儘管美國今年排名第6，相較去年下降兩位，但從絕
對值上看，美國在關鍵創新方面的投入和產出仍然在全世
界首屈一指。

識創造、知識影響力指標較他國有優勢，專利產出、工業
設計等指標居全球首位，整體產出指數在全球前10。
但陳東敏也表示，中國的弱項在於文化創意產品出口
不足、引入國際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源少、市場與商業成

報告顯示，一些中低收入經濟體的創新能力在上升。

熟度不足等指標。陳東敏指出，境外資本對大陸境內企業

亞洲地區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等國家排名持續

研發的投入力度小體現大陸商業成熟度不足，但近年官方

上升，同中國、日本、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創新大國的差

也逐漸在改善經商投資環境方面作出調整。

距正在縮小。

陳東敏分析，中國在34個中高收入國家中居首位，並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康乃爾大學（Cornell

在東南亞與大洋洲地區15個國家中排名第5，但相比排行

University）與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每年都會發

前10位的國家，中國在人均收入上還有較大的差距。下一

布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全球創新指數從2007年起每年發

個目標是2030年進入全球創新型國家前列，政府需要聚焦

布，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的主題為「創新為世界注入能

效率變革，提升全要素生產力。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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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
的連鎖反應

當世界各地投資人慶幸全球市場自2008年金融海嘯復原中，亞洲投資人卻對

正

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否會捲土重來，議論紛紛。因為美國總統特

朗普正升高對中國貿易戰，可能連帶衝擊以出口導向的亞洲諸國。
此外，特朗普在多個陣線也作出貿易戰之挑釁，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多個國家
和地區徵收鋼鋁關稅，因而在世界各地引發對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與反
抗。貿易戰的連鎖反應，已反映在全球各國以及各產業。
熟悉中國的澳洲前總理、現任「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主席的陸克
文（Kevin Rudd）即表示：「今年象徵不同型態戰爭的開始，即21世紀兩大強權
之間的貿易戰、投資戰和科技戰，且著陸點不明。」
美國與中國是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現在陷入不斷加碼的貿易戰，武器就是不
斷上升的關稅；市場人士擔憂，這場大戰恐怕曠日廢時，短期休兵的機會愈來愈
小，關稅壁壘可能成為中長期兩國貿易往來的新常態。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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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火已經點燃！美國總統特朗普

史

美中相互威脅課稅規模

宣布，9月24日起將再針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

單位：億美元

貨品課徵懲罰性關稅。中國當局宣布反制措施，將對600

美國去年進口的中國貨總額：5,06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美中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

已生效或宣布的課稅金額

威脅的課稅金額

2,500

2,670

之間的貿易戰，由此嚴重升級。

中國去年進口的美國貨總額：1,300

美國此次貿易制裁的品項涵蓋黃豆、棉花、包包、路

1,100

由器、行李箱、海鮮水產等6千種產品，9月24日起加徵
10％懲罰性關稅，但從明年1月1日起，稅率提升至25％。

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彭博資訊

隨後，中國官方也首度「不對等」還擊，中國國務院

陸產品與經濟受美關稅衝擊程度

關稅稅則委員會發聲明表示，「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

金額（億美元）／稅率（％）

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5％到10％的關稅，自9

已徵關稅的貨物
金額

500
25%

月24日起實施。」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的貨品總額僅1300

9/24起徵關稅的
產品總額

500
25%

億美元，勢必得使出加徵關稅以外的手段，才能達到報復

2019年元旦起徵
關稅的產品總額

2500
25%

的目的。北京當局已對美國開徵關稅一事向世界貿易組織

所有被點名徵關
稅的產品總額

2500
25%

（WTO）提出投訴。

0

百分點
0.2

2000
10%

1000

0.5
0.9
2670
可能為25%
2000

3000

4000

1.5
5000

資料來源：彭博資料

已超過美國自中國進口所有商品的規模，等於所有中國貨

美國可能針對所有中國貨品進行貿易制裁
美國貿易代表署對中國啟動「301條款」，第一波對
中國價值500億美元產品（七月課稅340億美元、八月課稅

品都遭美貿易制裁。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2017年自中國
進口額為5,050億美元。

160億美元）課徵25％的關稅已全數生效。第二波2000億
美元貨品課徵懲罰性關稅自9月24日實施。而第三輪的貿

科技產品在這波關稅豁免

易戰蓄勢待發。特朗普威脅，「如果中國對我們的農戶或

在此一波關稅豁免的品項，包括連網裝置中的智慧手

其他行業採取報復，我們將立即尋求對另外約2670億美元

表與藍牙產品，因此蘋果Apple Watch、Air Pod以及Fitbit公

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若美方再發動第三輪貿易戰，將

司的健康追蹤裝置都未在課稅之列。非科技消費品方面，

2018年美中關稅大戰現況
美國對中國課稅
規
模：340億美元
品
項：818項
主要商品：工業技術、交通運輸和醫療產品
稅
率：25％
規
模：160億美元
品
項：279項
主要商品：電子零件、塑膠製品、化學品、電池、軌道
車輛
稅
率：25％
規
模：2000億美元
品
項：5745項
主要商品：網通、路由器、自行車、工具機零組件、燃
氣烤爐、行李箱、旅行包、床墊等
稅
率：10％，年底增至25％

生效時間

7月6日

中國對美國課稅
規
模：340億美元
品
項：545項
主要商品：大豆等農產品、汽車、水產品
稅
率：25％

8月23日

規
模：160億美元
品
項：333項
主要商品：油品、鋼鐵製品、汽車零組件、自行車、醫療
設備
稅
率：25％

9月24日

規
模：600億美元
品
項：5207項
主要商品：飛 機、電腦、紡織、化學品、紙類肉品、小
麥、葡萄酒、液化天然氣
稅
率：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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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安全帽、兒童餐椅與汽車安全座椅、圍欄等嬰幼兒

預警地宣布重大決策，讓全球政要心驚膽跳；例如他上

大型商品也取得豁免。

任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協

此外，美國也將用於製造磁鐵、雷達、飛機引擎與消

定」），隨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2017年6月1日）、

費電子品的稀有金屬與稀土排除在關稅清單外，凸顯美國

退出「全球移民公約」（2017年12月4日）、退出「伊朗

極仰賴中國大陸稀土供應；用於製造、紡織、農業的特定

核子協議」（2018年5月8日）、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

化學產品也在豁免之列。

會」（2018年6月20日），甚至多次表達希望退出WTO，

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Larry
Kudlow）表示，美國仍在與中國繼續討論諸多貿易問題。

完全不遵守先前歷任總統，代表美國政府所做的各種承
諾。

具體來說，美國尋求「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零補貼，

今年3月，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鋁分別課徵

停止竊取智慧財產權、停止技術轉讓、允許美國人（在中

25％和10％關稅，影響歐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國

國）擁有自己的公司」。但目前為止，美方尚未滿意中方

家，挑起全球貿易衝突。接著單挑中國，更針對個別國家

的回應。

的展開貿易戰。特朗普的「美國至上」進程，除了已經引
發了中國、歐盟的反撲，其他主要的貿易夥伴也採取回

加徵關稅 全面影響美國產業及消費者

應。

外界憂慮，在高度全球化、貿易分工讓各國相互依賴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區（Stephen Roach）表示，中美

較過去深的情況下，美國最新一波關稅將全面影響自身產

之間的經濟戰局勢已升級，以美國政局來說，特朗普腹背

業及消費者，並危及美國經濟復甦。

受敵，他的慣用手法就是提出更大場面、轉移焦點，降低

美中貿易戰貌似短期難解，已引發美國業者焦慮。日
前包括思科、惠普、戴爾等知名科技業者給美國貿易代表

自身的壓力，認為關稅只是一個煙霧彈，因為與美國貿易
逆差的國家其實達102個，不會只有中國。

萊海澤（Robert Lighthizer）寫信，期望特朗普能避免提出
新一波關稅措施，以免提高科技業界的成本。半導體巨頭
英特爾也表示，美國政府若堅持加徵關稅，受到牽連的將
包括5G等下一代通信技術。

歐盟——聯合美日，拒絕中國
特朗普6月1日向歐盟（EU）、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鋼
鋁分別課徵25％和10％關稅。特朗普曾說，歐盟在貿易方
面「可能和中國一樣壞」，布魯塞爾祭出的一連串報復性

美國消費者會有感覺

關稅則於6月22日生效。從牛仔褲到摩托車和威士忌，歐

美國早先於7、8月時的第一波攻勢是針對500億美元

盟的報復性關稅清單鎖定最具象徵性的美國進口商品，也

銷美中國貨品加徵關稅，當時鎖定飛機零件、電腦硬體、

正式吹響跨大西洋的貿易戰號角。特朗普也揚言要對進口

機具及汽車等，對美國一般民眾的影響尚屬有限。但這波

車輛課徵報復性關稅，引發德國強大的汽車業擔心。

受影響的則有日用品，包括食品、傢俱與服裝，將使美國

但特朗普和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榮科（Jean-

一般民眾逛街購物及買節日禮品時變貴。美國在這幾波攻

Claude Juncker）7月25日同意降低貿易爭端，華府同意放

勢裡對2500億美元的中國貨品加徵關稅，已近乎去年中國

棄對歐洲課徵汽車關稅，美歐雙方將致力於達成零關稅，

銷美貨品總額5060億美元的一半，將更直接衝擊美國家庭

及消除非關稅障礙的協議。雙方如今正在討論如何啟動談

的日常支出。家庭支出占美國經濟高達70％。

判，朝建立零關稅制度努力，歐盟執委會仍在等待歐盟成
員國授權談判。

貿易保護主義引發各國的連鎖反應
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後，經常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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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雙方已達成暫停貿易戰的協議。歐盟也與日本簽
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形成目前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在

7月中旬的年度「中國與歐盟高峰會」上，雙方雖然在經

根據新版的NAFTA，美國將能進入加拿大的乳品市

貿與科技的合作深廣，但歐方拒絕北京「聯歐制美」的建

場，如同加拿大今年初簽署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議，只達成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共識，可見歐方還留

（CPTPP）時，對其他簽約亞太10國開放的程度。根據

了一手，以至於目前儼然形成美、歐、日三方聯合制中的

CPTPP，加拿大每年國內乳品市場產值的3.25%，開放給

經貿戰略。

亞太10個夥伴國。開放給美國乳品出口商的確切百分比雖

此外，如果進行順利，對歐美雙方重啟談判「跨大西

暫不清楚，但會較開放給亞洲10國的3.25%略高。

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只是時間問題。屆時，

此外，特朗普同意不對加拿大出口到美國的汽車設嚴

佔全球GDP一半，合計8億人口的全球最大自貿區，涉及

格限制。加拿大實際上已爭取到豁免加徵關稅，因為新協

美歐1兆美元的雙邊貿易，全球最大的經貿夥伴關係輪廓

議允許加拿大可以向美出口的汽車與零件數量，高於目前

將逐漸浮現。

的出口數。

歐盟也可能順勢成為「印─太戰略」的一員。在英國
重返南海以航母力挺澳洲，法國有意、德國可能尋求參與

日本——可能是特朗普下一個目標

之下，歐盟很有可能成為「印─太戰略」的同盟國。屆時

日本也是特朗普課徵鋼鐵關稅的目標之一，日本已

美國以「兩洋兩陸」（印度洋、太平洋、亞洲大陸及非洲

通知世界貿易組織，計劃對價值500億日圓（4億5500萬美

大陸）圍堵「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線，將正式串聯。

元）的美國商品祭出報復性舉措。
華爾街日報指出，正致力縮減美國與各國之間貿易逆

加拿大與墨西哥——美—墨—加協定「USMCA」
加拿大也積極與美談判，盼能解決北美自由貿易協

差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暗示，他的下個頭號目標可能是日
本。

議（NAFTA）僵局。最終，美加兩國在9月30日就改良版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

NAFTA達成協議。協議中，加拿大保住了爭端解決機制，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亞洲經濟學家希瑟斯

以保護加國木材業與其他品項不受美國反傾銷關稅打擊。

（Derek Scissors）解釋，一旦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達成

但加拿大也為此付出代價，即同意將每年約160億美元的

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加墨兩國自然將豁免

國內乳品市場，開放3.5%給美國酪農業，加拿大政府得為

於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醞釀的汽車關稅名單，這也導致日

因此受衝擊的國內酪農提供補償。

本、也是美國在亞洲重要盟國，成為「頭號目標」。

美國與加拿大談成新版NAFTA，順利搶救和墨西哥的

根據美國普查局資料顯示，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僅次

三方協議，也讓擁有近25年歷史、規模1.2兆美元的美墨

中國大陸、墨西哥，排行第三大。其中汽車與汽車零件的

加自由貿易區免於崩潰瓦解的命運。新的名稱可望改為美

貿易赤字更高達540億美元，占其整體逆差的四分之三。

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

如果美國決定對日本汽車加徵關稅，包括日產、豐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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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等汽車業者不但受創嚴重，對日本經濟也勢必造成重
傷，汽車出口向來是日本出口的關鍵引擎。
繼中國之後，日本或將成為美國在亞洲發動貿易戰的
第二個國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兩岸資本在日本的布局

伊朗——經濟制裁，自11月起停止向伊朗採購石油
特朗普5月宣布退出2015年與伊朗達成的核子協議，
並在8月和11月分兩階段恢復對伊朗制裁，第2階段鎖定伊
朗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氣部門。

都頗深，其中，中國大陸的海爾集團、美的集團分別併購

美國對伊朗實施新制裁措施中傷及歐盟權益，歐洲矢

了日本松下、東芝的白色家電業務，而台灣的鴻海集團則

言繼續按照核子協議，向伊朗提供經濟上的便利，但特朗

在2016年入主日本夏普。一旦特朗普對日本「開戰」，受

普提出對和伊朗往來者採取懲罰措施。因此，包括法國道

傷的不會只有日本經濟，兩岸企業都要跟著受牽連。

達爾石油集團（Total）、戴姆勒集團（Daimler）、西門子
公司（Siemens）和標緻汽車（Peugeot）和俄羅斯Lukoil石

南韓——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準備簽署

油公司都準備在美國定下的11月4日大限之前撤出伊朗。

標普全球評等公司（S&P Global Ratings）發布報告指

由於特朗普對已經簽字的「伊朗核子協議」粗暴退

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對台灣，馬來西亞和南韓等

出，對伊朗恢復經濟制裁，要求各國自11月起全面停止向

依賴國際貿易的較小型亞洲經濟體的衝擊，可能比對美國

伊朗採購石油。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強調如果伊朗石油

和中國本身的影響更大。

無法出口，伊朗可能會封鎖荷姆茲海峽，使沙烏地阿拉

華府和首爾3月宣布美韓自貿協定重新協議，新增南

伯、科威特等國的石油出不了波斯灣。

韓不得進行貨幣競爭性貶值的附帶協議，並納入南韓對美
國汽車和製藥公司讓步的條款，美國給予韓國鋼鐵關稅永
久豁免權。隨後，特朗普在9月表示，美韓自由貿易協定
的重新談判已完成，並準備簽署。

土耳其——關稅遭收雙倍
特朗普8月10日推文宣布要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盟邦土耳其加倍課徵鋼鋁稅。因一名美國牧師

美中貿易衝突加劇已波及南韓今年的經濟成長。南韓

在土耳其受到恐怖主義指控而被關押兩年，兩國關係出現

財政部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將下修至2.9％，低於先前預

矛盾。土國貨幣里拉聞訊重挫近20％，促使土耳其總統艾

估的3％，原因包括全球貿易戰、勞動市場疲軟，以及設

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出面稱土國是「政治陰謀」

備投資減緩。

和「經濟戰爭」的受害者。
土耳其也祭出報復性舉措，向美國進口的稻米、酒

印度——美印雙方進行磋商在幾周內達成貿易協議

類、菸草、化妝品和汽車加徵關稅。

中美貿易大戰愈打愈兇之際，印度政府宣布，原定對
美實施鋼鋁課稅採報復手段的措施確定再度延後，將在11
月2日才上路。印度政府官員並透露，美印正就解決雙方
歧見進行磋商，可望在幾周內達成貿易協議。

後貿易戰時代的新秩序
貿易戰之後可能出現哪些變與不變的新秩序呢？東吳
大學政治學系劉必榮教授指出，第一是供應鏈的重組。貿

根據雙方的消息來源透露，目前談判的方向並非以洽

易大戰橫掃各國，被掃到的國家加緊抱團合作，所以供應

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目標，而是在解決雙方既有的貿易

鏈勢必會重組。這包括資金流動的方向、生產地點的轉

歧見。根據美印洽談中的貿易協定，若雙方最終達成協

移，都必須預作綢繆，及早卡位。

議，最大的受惠族群將是美國的醫療儀器製造商與印度的

第二是新的貿易集團出現。歐盟和日本簽訂自由貿易

農夫。美國與印度去年雙邊貿易總額達1,260億美元，還不

協定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史上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到美國與中國貿易額的兩成，因此，市場投資人主要還是

占全球經濟產出的30％，覆蓋人口超過6億。這個協定重

聚焦在中美貿易戰的發展。

寫了世界經濟地圖，也是布局全球時必須面對的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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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WTO的規則會強化。貿易大戰凸顯了世貿組
織的功能不彰，尤其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上灰色地帶太

美國第一大進口市場。美國以貿易逆差藉口掀起貿易戰，
中美雙方都會從中受損。

多，這也是特朗普掀起貿易戰的原因之一。所以各國也會
努力補破網，重修WTO的規範。
第四是美元的強勢。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讓許多
資金進到美元避險，新興市場貨幣崩跌，連帶影響許多國
家的政治。這個骨牌效應值得關注。

貿易戰將打持久戰，恐將持續20年
世界兩大經濟強權的貿易衝突未解，貿易戰看來將打
持久戰，可能動搖世界各地投資人與企業的信心。
遭貿易戰所傷的不只是中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CClEE）研究員徐長春（Xu Changchun）說，關稅也會

科技業淪為中美貿易戰交鋒的新戰場
美中貿易衝突，表面上是貿易差額的爭議與摩擦，實
質上卻是一場高科技產業的角力競逐，以及衍生的經濟霸
權爭鬥。

打擊在中國大陸製造產品、然後再回銷美國的美國企業。
亞洲其他國家也會連帶受波及。
前彭博資訊專欄作家皮塞克（William Pesek）指出，
這些新關稅尾隨美國對進口鋼、鋁課徵25％和10％的關稅

美中貿易衝突的另一憂慮是，科技業淪為中美貿易戰

而來，凸顯了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行動愈演愈烈，對亞洲

交鋒的新戰場。有些人士指出，這場貿易衝突其實與貿

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時機再糟不過。皮塞克認為有一件

易逆差沒多大關係，世界兩強真正要爭的是科技業支配地

事很明確：在特朗普時代，亞洲經濟正面臨20年來最大的

位。安聯環球投資（Allianz Global Investors）全球策略師

威脅。

杜納恩（Neil Dwane）表示，他擔心情況會演變成「科技
冷戰 」。
杜納恩推測的最糟情況是：中國與美國分別建立各自
的科技生態系，導致為蘋果或Google產品代工的製造商無

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曾對美中貿易戰發出嚴重警告。
他說，在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爭奪全球主導地位之際，
這場貿易戰恐持續20年，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結束後仍
會持續。

法供貨給中國的公司，反之亦然，迫使供應商選邊站。這

正如紐約時報報導，特朗總統有信心美國會在這場貿

將在市場上引發漣漪效應，科技股掛帥的亞洲和美國市場

易衝突中勝過中國，但在太平洋的兩側，世界兩大經濟體

將首當其衝。這也會衝擊全球企業信心，在企業設法適應

正揭開「新經濟冷戰」的序幕。 華

新遊戲規則之際，投資與就業都會受影響。

關稅增加40％，全球經濟重現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
特朗普推行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嚴重破壞自由貿易體
制，危及全球貿易。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研究顯示，
如果全球爆發小型貿易戰，即關稅增加10％，大多數經
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將減少1％至4.5％，其中美國
GDP將損失1.3％；如果全球爆發嚴重貿易戰，即關稅增加
40％，全球經濟將重現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
特朗普的零和貿易思維，將對中國乃至亞洲造成直接
和間接兩方面損害。直接方面為貿易損失，中美貨物貿易
額從1998年的548.30億到2017年的5836.97億，增長了近9倍
之多。2017年，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而中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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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vs.印太倡議
繼美中兩國貿易戰的持續發燒，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印太倡議」以抗衡中國推行5年的「一帶
一路」經濟倡議。此舉也揭開了太平洋兩岸國力競賽的序幕，各國如何維持與美、中的互動，各有
各的盤算。
國總統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

的海線「一路」。中國規劃在這一路投資興建港口、碼頭

就致力推動新的「印太」戰略，以強化對成長迅速

當備用轉運基地，以防止麻六甲海峽被封鎖。

美

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承諾。去年11月的亞洲行，特朗
普提出「印太戰略」，要與日本、印度、澳洲等民主國家

美國將投入4.13億美元打造「印太倡議」

共同衛護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自由與穩定。把亞太加上印度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在7月底指

洋，成為跨越兩洋的民主國家安全合作，有抗衡「一帶一

出，特朗普政府初期將投入1億1300萬美元打造「印太倡

路」之意，此外，也是基於國安體系對中國定位的改變而

議」，聚焦三大領域，包括數位經濟、能源及基礎設施，

定的策略。

這是展現美國對區域的承諾。蓬佩奧表示，「自由與開

美國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是以中國主導的

放」的印太戰略在貿易上是追求真正以市場為主導的公平

「開發銀行」，對高風險地區的鐵路、公路、水壩、發

競爭。接著，美國國務卿蓬佩奧8月初宣布，美國將投資3

電廠、港口等基礎建設提供融資，藉此輸出過剩產品與設

億美元，為美國與印太國家的安全合作挹注新的資金。這

備，並由國企包攬工程，增加中國影響力。「一帶」的陸

是美方對印太戰略下的印太經濟的近一步「加碼」。儘管

路經過中亞、中東極度不穩定地區，美國並不在意；印太

蓬佩奧未點名中國，外界多將美國的「印太倡議」與中國

戰略重點在牽制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非洲以至威尼斯

的「一帶一路」相比。

一帶一路 vs.印太戰略
一帶一路

印太戰略

2013年中國總書記習近平提出

提出

2017年11月，特朗普在APEC峰會提出「自由開放
的印太戰略」

涵蓋歷史上海陸絲路，目前以中亞國家最積極參與

區域

美國、印度、日本、澳洲四大主體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則

追求真正以市場為主導的公平競爭

基礎設施、自由貿易、人文交流

領域

數位經濟、能源及基礎設施

輸出中國過剩產能、提升中國區域影響力

目標

以自由開放來對抗一帶一路的封閉與宰制

1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亞投行

投資

初期投入1.13億美元，再加碼3億美元。並成立年
度預算600億美元、名為「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
司」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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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中國超越美國

期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總額12.3％，較去年同期下降15％，

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大陸對於全球經濟成長率的貢獻

主要投向新加坡、寮國、馬來西亞、越南、巴基斯坦、印

不僅遠高於美國，且從2012年以來都大於美國、歐盟、與

尼、泰國和柬埔寨等國家。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對外直

日本的總和。

接投資共624.3億美元，年增17.8％。

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讓中國大陸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

在中國的積極努力下，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或國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後，逐步拉開領先日本的差距，

際組織對「一帶一路」持肯定態度，「一帶一路」建設

縮短和美國的距離。世界銀行曾經在2013年出版一份名為

在國際合作、項目合作、經貿合作、金融服務、文化交流

《中國2030》的研究報告，假設的情境就是中國大陸在

等五個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國際合作方面，已有

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份報告同時

10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大陸簽署118份「一帶一路」方面

向中國大陸官方提出了達成目標的興革建議，這些建議有

的合作協定，這也意味著全世界半數國家參與到「一帶一

許多被納入了「十三五規畫」中。

路」建設當中。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趕超的可能顯然是忌憚的，所以，

日前，習近平出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波斯灣與非洲

從歐巴馬時代的「重返亞洲」與「亞太再平衡」，到如今

國家時，展現與各國加強「一帶一路」合作的期望。中國

特朗普的貿易戰和「印太戰略」，都是鎖定了中國大陸作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底訪問歐洲國家保加利亞時，中方

為戰略競爭對手，想要阻撓中國成長壯大。

強調，中保兩國近年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在貿
易、投資、農業等領域合作成果豐碩。

10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118份「一帶一路」
合作協定

中歐班列已開行1萬列 分散單靠美市場風險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高調宣布設立「印太戰略」基金，

「中歐班列」已累積開行達1萬列，初步達成重去重

被認為是針對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大陸商務部

回，今年上半年返程班列占去程的69％，已成為一帶一路

同一天公布的最新數據也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對

上的「鋼鐵駝隊」。代表中歐班列形成規模效應後，將帶

「一帶一路」沿線55個國家直接投資76.8億美元，僅占同

動產業鏈的重新布局，從海洋轉向內陸，可分散只靠美國
市場的風險。
中歐班列是指按照固定車次、線路、班期和全程運行

交通建設
2.20兆美元

時刻開行，往來於中國大陸與歐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
各國的國際鐵路聯運班列。日漸密集的班次和日漸豐富的
貨物，連結了中國大陸和中亞及歐洲，更豐富了沿線民眾

中國「一帶一路」各項目
2030年前所需投入資金

電力
1.87兆美元

的生活。
中歐班列開行至今已取得十大主要成效。舉例來說：
在去程的路上，目前中歐班列運輸貨物品類已從單一的IT

共7.44兆美元
工業園區

產品，擴大到衣服鞋帽、汽車汽配、糧食食品、葡萄酒、
其他
基礎設施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

類；返程已形成以汽配、機械設備、日用品、食品、木材
9630億美元

3890億美元
自來水
4530億美元

通信
7490億美元

咖啡豆、木材、家具、化工品、小商品、機械設備等品

其他
8090 億美元

為主的固定回程貨源。中歐班列的開行，不僅促進了中歐
之間經貿往來，更拉近了歐亞的距離。
在運能保障上，根據大陸發運需求動態調整運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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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新歐、漢新歐與鄭新歐鐵路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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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了65條中歐班列路線，統一從西中東三條通道出

務，斯里蘭卡去年將港口出租給中方99年，讓中國在印度

境與國外鐵路順暢銜接。在開行範圍上，逐步實現由大陸

洋有一個重要立足點。

48個城市開往歐洲14個國家、40多個城市。運行時間上，

緬甸政府也表示，希望能壓低孟加拉灣皎漂深水港計

在大陸國內壓縮近24小時，寬軌段運行時間最快壓縮至

畫的建造成本。中國參與這項造價達90億美元的計畫，這

135小時。

座港口對中國而言相當關鍵，是中國南部從印度洋取得石
油距離最短的管道，避開麻六甲海峽戰略咽喉。

部分國家缺乏償債能力，陷入債務危機
又名「新絲路」的「一帶一路」計畫，由中國國家主

美國抗議--IMF介入紓困，等於間接助力中國

席習近平在2013年首度宣布，目標鎖定環繞地球建設鐵公

在中美貿易戰升溫之際，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

路和港口，北京則提供許多參與計畫國家數十億美元的貸

戰略傳出導致多國債台高築，並準備向國際貨幣基金

款，來進行建設。然而5年下來，越來越多人擔憂，這些

（IMF）求助。對此，多名美國參議員聯署向美國總統特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可能缺乏償債能力，反而陷入債

朗普政府施壓，要求華府應明確表態讓「一帶一路」踩煞

務危機。

車，因為IMF一旦介入紓困，亦等於間接助力中國。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8月訪問北

目前約有70個國家正在建設由中國資助的項目。斯里

京時便表示，馬國將暫時停止兩項由北京出資的「一帶一

蘭卡已向IMF請求救助，預計巴基斯坦也將在今秋提出救

路」計畫，包括中國分別出借200億美元給馬來西亞興建

助請求。巴基斯坦的債務危機主要是受到620億美元基礎

的東海岸鐵路項目，及23億美元的沙巴天然氣管道項目。

設施升級專案影響，其中包括價值20億美元的空調地鐵系

巴基斯坦因一帶一路的建設而積欠中國620億美元，

統等專案。

正在尋求紓困方案。外界擔憂，為建設斥資數百億美元
的「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巴國向中國借貸，但未來可能無力償還。

「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抗衡中國「絲路基金」
中國「一帶一路」經濟倡議邁入5周年之際，美國為

斯里蘭卡則已因積欠中國龐大債務，而付出沉重代

了與一帶一路抗衡，正準備整併政府的海外投資單位，成

價。由於無力償還斥資14億美元興建的戰略性港口相關債

立一個年度預算600億美元、名為「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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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機構，專責處理海外的投資案件。新的機構將有廣

舉行，雙方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印度和美國簽署了具

泛的權力和中國針鋒相對。

歷史意義的通訊相容與安全協定（COMCASA）。

特朗普原有意把尼克森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

這場2＋2對話，是由印度外交部長史瓦拉吉、國防部

公司」（OPIC）裁撤，後來在國安會和行政管理暨預算局

長希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與美國國務卿龐培歐

建議下，反而打算強化OPIC的功能，甚至把其它與海外

（Mike Pompeo）、國防部長馬提斯（Jim Mattis）率領各

投資相關的單位都整併到以OPIC為主體、名為「美國國

自的團隊進行，對話的重點在確保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海洋

際開發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自由與遵行國際法。史瓦拉吉說，四位部長在討論中對印

Corporation）的機構，預算也從原本OPIC的230億美元大

度太平洋地區的觀念逐漸相同，「我們認為印太是一個自

增至600億美元。

由、開放與包容的概念，且以東協為核心，並以（美印）

OPIC雖是冷衙門，但過去40年來年年獲利，為削減赤

兩國追求的共同規則為基礎來定義」。美印雙方認為，印

字做出了85億美元貢獻。業務涉及貸款擔保、直接貸款以

太地區已成為美印雙邊合作重要的一部分，有必要對海上

及政治風險保險。該機構投資或擔保的項目包括哥倫比亞

貿易維持開放。這場對話被視為美國印太戰略攜手印度，

一條收費公路、洪都拉斯一座地熱發電廠、烏干達多個蜂

共同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擴張的關鍵對話。

窩塔（行動通信基地台）以及烏克蘭一核燃料存儲設施。
此法案日前已在眾院通過，接下來只剩參院這一關。

各國如何維持與美、中交往，各有盤算

中國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2014年底在北京成立了「絲路

儘管美國釋出1.13億美元，投入印太戰略的基礎建

基金」，以便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開發、產

設，欲在經濟方面與大陸「一帶一路」倡議一較高下，補

業合作等項目提供融資。

足印太戰略只有軍事、卻沒有經濟的缺點。但東協各國目

中國政府在「絲路基金」成立之初出資400億美元，
去年又宣布增資1000億人民幣，總計約1.7兆台幣，如今美
國準備投入600億美元成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前的反應明顯對此都存有高度疑慮，顯然仍希望依照傳統
的「軍事安全靠美國、經濟利益靠中國」的路線。
分析家認為，由於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出口商的供應鏈
密不可分，美國恐怕難以向他們推銷「印太倡議」，甚

與絲路基金對槓的味道相當明顯。

至還可能令美中緊張關係火上加油，因為中國也持續透過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的全球佈局

59.4

52

資料來源：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單位：億美元

新加坡7月已正式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35.3

35

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33.5
4.8

非洲撒哈拉沙漠 拉丁美洲和
以南地區
加勒比海地區

「一帶一路」開發計畫，在東南亞撒錢和擴大影響力。

亞洲地區

中東和北非
地區

歐洲和中亞
地區

跨區域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有的國家願意參與標準較高
的CPTPP，有的國家則是選擇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至於美國要如何與區域內的成員交往，
相信各成員會有自己的選擇。此外，新加坡作為東南亞

美國聯日澳印 推動印太戰略
美國推動印太戰略，要與日、澳、印度等國聯合遏制

國家協會（ASEAN）成員，今年又是輪值主席國，期待
RCEP能有進展，讓ASEAN更強大。

中國大陸，專家分析，日本澳洲是美國傳統盟友，印太戰

美中貿易情勢緊張之際，對區域國家來說，如何維

略能否成功，很大程度要看印度。而近來中國大陸與印度

持自身最大利益，尤其是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回暖，可說是中國大陸應對印太戰略所採取的對抗策略。

（TPP），尋求以雙邊協定拓展關係，各國要如何維持與

此外，美國和印度首次外交與國防2+2對話已於9月初

美、中交往，各有盤算。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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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貨幣危機
全球貿易戰開打，造成新興市場貨幣急跌。阿根廷披索暴貶逾5成，土耳其里拉也貶逾4成，巴
西里耳超過2成，南非幣、俄羅斯盧布、印度盧比、智利披索、印尼盾都貶逾10％。有人擔心，這會
產生另一波的金融風暴嗎?
年以來，原油上漲、全球貿易摩擦加劇以及美國加

今

新興市場貨幣今年集體狂貶

息預期等因素，給新興市場帶來巨大衝擊。繼土耳

歐洲央行（ECB）前總裁特里榭（Jean-Claude

其、阿根廷之後，近日，印尼、印度、墨西哥等多國貨幣

Trichet）警告，儘管已開發國債務成長已減緩，但此放緩

連續出現大跌行情。

已被新興國家債務加速增長抵銷，「這使整個全球金融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

體系至少像2008年一樣脆弱，甚至更脆弱。」經濟學家指

引發了金融海嘯，這場百年難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正達10周

出，包括巴西、南非、俄羅斯和印尼等國都可能陷入債務

年，且又適逢亞洲金融風暴高峰20周年之際，新興市場債

危機，「土耳其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務問題逐漸惡化，印尼盾、阿根廷披索、土耳其里拉等新

今年來土耳其、阿根廷相繼爆發危機，風暴不僅殃及

興貨幣接連重貶，各界開始

周邊國家，更逐漸擴散至亞洲地區，引發市場亞洲金融風

擔心新一波危機可能正

暴重演憂心。阿根廷披索今年來暴貶逾5成，土耳其里拉

在醞釀。

也貶逾4成，巴西里耳超過2成，南非幣、俄羅斯
盧布、印度盧比、智利披索都貶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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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土兩國暴跌最多

統厄多安已把這次危機視為對抗經濟敵人的國家戰役，呼

阿根廷披索今年累計最多曾暴跌53.9％，為新興市場

籲民眾把黃金和強勢貨幣兌換成里拉。此外，土耳其擬與

表現最差的貨幣。阿根廷已要求國際貨幣基金（IMF），

中國、俄羅斯、伊朗及烏克蘭等主要貿易夥伴結算時，改

加快撥發500億美元紓困貸款。為穩定市場信心，阿根廷

用中國的人民幣、俄羅斯盧布等當地貨幣結算。中、俄分

總統馬克里也頒布新財政撙節措施，包括政府部門大幅瘦

別是土耳其的第二和第三大貿易夥伴，最大貿易夥伴則是

身、以及加徵穀物出口稅。消息公布後披索一度下挫逾

德國。據悉中、俄、伊朗、烏克蘭都已同意和土耳其進行

4％，目前稍有回升。

雙邊貿易時，以本國幣結算。

而土耳其里拉崩盤，今年已貶值超過40％，也重創投
資人信心。據官方統計，土耳其8月通膨率衝上近18％，

「八月危機」主要肇因與美國有關

創2003年底以來的最高紀錄。土其其正面臨里拉崩跌危

基本面在於美國經濟表現超過主要對手國，美國股市

機，美國總統特朗普卻落井下石對自土耳其進口的鋼鋁加

表現超優，聯準會又持續升息並縮減資產負債表，全球資

倍課徵關稅。美國每年從土耳其進口的鋼和鋁總值只有大

金大量流入美元資產，造成國際市場美元短缺，且持續升

約10億美元，因此特朗普此舉直接衝擊有限；但連帶效應

值，新興市場償債壓力更重，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新興

卻相當強烈，使土耳其更接近爆發全面經濟危機，向其提

資產的賣壓其實與土耳其里拉重貶的關聯性小，更深層的

供巨額外債的歐洲使用的歐元幣值也重挫。

原因在於美元持續強勢。

土耳其里拉幣值應聲暴跌，撼動全球市場。土耳其總

更大的風險，則是特朗普政府不斷對其他國家實施關
稅及經濟制裁。美中貿易戰升高，製造品出口及原料進

土耳其危機的遠因與近因

遠因

近因

．土耳其深陷經濟危機，通膨率超過15％
．土 耳其仰賴外部融資，經常帳逆差占GDP比率達
6.3％，美元升值不利其償債
．土耳其外幣計價債務比率居高不下，里拉持續重貶
加重企業償還負擔
．總統厄多安改組財經內閣，踢出市場信賴的最後一
名閣員，且試圖干預央行決策

伊朗、俄羅斯及土耳其發動經濟制裁，當事國貨幣益發重

．美國為施壓土耳其釋放美國牧師，祭出制裁，並提
高鋼鋁關稅
．ECB警告銀行業對土國曝險，引發土耳其衝擊蔓延
的疑慮

幅攀升。由於美國利率按歷史標準來看仍低，美元重返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

土耳其危機拖累歐亞市場

匯市

股市

商品

口都可能縮減，間接衝擊新興經濟體；同時美國又相繼對

．美元指數升0.2％，攀升13個月高點
．歐元貶0.4％，跌至13個月新低
．澳幣貶0.5％，跌抵一年半低點
．新台幣貶0.3％，至17個月來最低
．俄羅斯盧幣貶2.5％至2016年來低點
．MSCI AC世界指數跌至一個月低點
．MSCI亞太指數跌1.6％，市值蒸發2800億美元
．MSCI新興市場指數跌1.7％至一年來低點
．台灣加權指數跌2.1％至一個月新低
．日經225指數跌2％至五周低點
．國際金價跌1.3％至18個月低點
．紐約原油9月期貨跌0.6％至每桶67.21美元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路透

挫。
新興市場動盪凸顯國際重度倚賴美元。全球30兆美元
的跨境貸款約有48％以美元計價，比率由10年前的40％大
2016年高點之路，目前只走了一半。隨著Fed繼續收緊政
策，壓力可能再升高。
阿根廷和土耳其貨幣重貶，有各自獨特的因素，但主
要受到美元飆漲的影響，以及市場對美中貿易戰的擔憂，
其他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面臨的壓力也都暴增，包括南
非幣、巴西里爾、印度盧比、印尼盾等新興市場貨幣，接
連創下低點。

印度和印尼難逃這波貨幣風暴
新興市場貨幣危機蔓延，繼投資人大幅拋售阿根廷和
土耳其資產後，亞洲「雙印」─印尼和印度也難逃這波貨
幣風暴。印度盧比是今年亞洲主要經濟體貨幣中表現最差
的，以9月5日（編輯截止日）收盤價計算，盧比對美元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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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較年初跌幅達12.3％。印度82％的石油依賴進口，原油

興市場肯定首當其衝，至於中國，當然也是點名的對象，

價格飆升意味著印度需拿出更多美元進口石油，這對盧比

儘管中國相較其它新興市場，「外債不多，外儲多」，但

匯率十分不利。美國經濟看好也促使全球投資人從新興市

短期內影響不大，但隨著2000億美元的貿易戰上蹚，未來

場撤退，加劇了盧比貶值速度。

風險誰也難預料。

年初以來，印尼盾也遭受巨大壓力，持續走低，至今
對美元匯率跌幅約為10％。美元走強，國際資本加速回流

新興幣回穩，五國是關鍵

美國，令印尼盾承壓。同時，近期土耳其、阿根廷等新

隨著寬鬆貨幣時代結束，今年全球新興市場掀起一波

興經濟體貨幣出現大幅貶值，也令市場產生了一定恐慌情

波賣壓，而彭博資訊報導，新興市場賣壓會否蔓延，這幾

緒，印尼盾受到牽連。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已採

國未來情勢甚為關鍵：

取包括加息、買入印尼盾國債等多項措施，並擬向900種

．土耳其／投資人信心大跌

進口商品加稅以挽回頹勢。而印尼盾貶勢是否轉向其他東
協國家，重演1998年亞洲的金融風暴，更備受外界關注。
印度盧比今年以來貶幅達11.3％，印度盧比及印尼盾

過去幾個月土耳其投資人面臨嚴重政治風險，加上通
膨率高達兩位數，以及新興經濟體最多的經常帳逆差等
因素，均削弱投資人信心，導致里拉自6月底以來狂貶逾

同樣面對貶值壓力，主因是雙赤（經常帳及預算）問題仍
未解決，預料「雙印」貨幣仍然有下跌的空間。

重演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悲劇?

新興市場能否止住崩跌 四個關鍵事件
德意志銀行全球外匯研究聯席主管George Saravelos分析，
如果發生四個關鍵事件，就能阻止新興市場崩盤。
阿根廷

披索必須穩定下來。Saravelos表示，如果負責任決
策的「好榜樣」不能阻止匯率崩潰，那麼很難改
善新興市場的情緒。

中國

經濟回升和銅價上漲。他指出，新興市場外匯與
銅價下跌之間很有關聯，並表示讓市場看到中國
刺激措施開始發揮影響非常重要。第4季數據反彈
「將非常有幫助」。

新興市場
資金流動

在過去資金回流是新興市場見底的必要條件，儘
管還不是充分條件

Fed

需要採取中性態度。2015～16年期間新興市場止
跌是因為Fed承認外部逆風加劇並延後升息。當葛
林斯潘在2005年將政策轉向中性時，美元見頂，
風險資產也鬆一口氣。

阿根廷披索、土耳其里拉與印尼盾重貶，新興市場再
度遭到撼動，這股跌勢氛圍，也讓其他亞洲貨幣飽受壓
力。面對美國聯準會9月升息在即，再加上聯準會縮減資
產負債表（縮表）的緊縮動作未停，新興市場債務風險是
否引爆，重演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悲劇，市場瀰漫山雨欲
來氛圍。
經歷20年前亞洲貨幣巨貶教訓後，亞洲許多新興市場
都知道要保有一定的外匯存底累積部位，免得國際空頭來
狙擊，沒有子彈應對。此外，在本幣匯率操作，各國央行
也懂得彈性，不再死守一個價位。所以，目前拉美貨幣貶
值、甚至土耳其里拉崩跌的貨幣危機，會不會傳導致亞洲
新興市場國家，外界持比較保留看法。
但這並不意味新興市場已有金融風暴的免疫力。相反
的，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嘯後，在歐美國家相繼實施量化
寬鬆政策下，大量印鈔票，市場資金氾濫，也推升許多資
產價格，資產泡沫化的危機，也讓新興市場籠罩在債務危
機中。
特別是隨著美聯準會升息，資金回流美國，再加上隨
著美國聯準會縮表，逐步結束量化寬鬆日子，外債多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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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負債比概況
181.9

希臘
131.3

義大利
巴西

84.0

印度

70.2

南非

52.7

阿根廷

52.6

中國

47.8

印尼

28.9

土耳其

28.5

俄羅斯

17.4

單位：%，負債占GDP比率
資料來源：彭博

30％。土國可能需大幅削減進口並縮小經常帳逆差。

．巴西／政經情勢影響市場

．阿根廷／經濟再陷入衰退

巴西預算赤字占GDP比目前為1.1％，低於2016年最

阿根廷基準利率已飆至60％，通膨率超過31％，經濟

糟時的3％，但遠遜於2000至2014年間平均2.9％的預算盈

再度陷入衰退。9月初宣布對出口商徵稅，以平衡預算，

餘。巴西10月要舉行總統大選，情勢更加複雜，且毗鄰阿

但如此只會加劇痛苦。今年來披索已重挫逾50％。這類經

根廷，貿易關係也非常緊密，危機蔓延可能影響市場情

濟上合理卻很不受歡迎的政策未來幾年是否繼續存在有待

緒。

觀察。

．印尼／貨幣貶至20年低點

．南非／經常帳逆差最嚴重

印尼盾今年貶值約9％，相較於土耳其和阿根廷貨

南非經濟同樣步入衰退，也是經常帳逆差最嚴重的國

幣，貶幅不算太大，但已跌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

家之一，占國內生產毛額的4.8％。貿易戰惡化或中國經濟

低。央行不斷升息並干預匯率，且對進口貨物徵關稅，並

放緩可能會使經濟進一步下滑。

延後重大投資，但這些措施都會讓經濟成長趨緩。 華

新興市場表現與危機
土耳其

俄羅斯

中國
委內
瑞拉
印尼

巴西
阿根廷

南非

國家

股市

匯市

利  空

委內瑞拉

--

--

阿根廷

-4.3%

-51.6%

明年恐倒債，升息至60%仍難遏止披索全球最慘跌勢

土耳其

-19.6%

-42.7%

通膨與逆差嚴重，政府干預貨幣政策，遭遇美國關稅制裁

南非

-4.0%

-20.3%

因農業產出大減，經濟衰退，隨貿易戰升高，經濟恐惡化

巴西

-1.7%

-20.2%

經濟疲軟導致財政收入短少，與阿根廷經貿密切，易受波及

俄羅斯

-7.4%

-15.6%

政府對私有財產保護不夠，新興市場暴跌，俄首當其衝

印尼

-10.2%

-9.0%

印尼盾創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新低，干預無效

中國

-18.6%

-4.8%

中國經常帳已降至零，隨時轉為逆差，又遭逢貿易戰衝擊

經濟衰退，惡性通膨，被迫推新貨幣，一次去掉5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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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外一章

5G爭霸戰
5G新時代即將來臨，形成美國和中國爭鋒的局面。為了避免國安機密外洩的風險，澳洲、美
國、日本等國都禁止政府單位使用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之電信相關產品。
中貿易衝突，表面上是貿易差額的爭議與摩擦，實

美

華爾街日報報導，從若干標準來看，中國目前發展處

質上卻是一場高科技產業的角力競逐，以及衍生的

於領先。2013年以來，官方主導的委員會和電信商及設備

經濟霸權爭鬥。

業者合作測試及開發。有政府主導，加上國內有龐大的市

人工智慧、智慧應用、及5G通信，將取代手機晶片
成為下世代驅動半導體成長應用，預期將在2030年前為半

場，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大陸業者在5G發展上不僅有大量
銷售的管道，也能夠在發展過程中取得寶貴的經驗。

導體產業帶來超過1兆美元產值。未來五大新興應用，包

在美國，官方一般避免做指導和協調的工作，大多

括物聯網、大數據、智慧製造、智慧運輸、智慧醫療等趨

的實驗是由AT&T、威瑞森、三星電子、諾基亞等業者主

勢，也說明了高效能運算(AI/HPC)、5G的未來重要性。

導。英特爾（Intel）、思科在內的美國科技業者還致函美
國貿易代表署，認為加徵關稅會拉高路由器、交換器等產

貿易戰之外，中國和美國正掀起5G爭霸戰
早期的行動網路主要由美國和歐洲業者主導，如今5G
新時代即將來臨，則形成美國和中國爭鋒的局面。
美中兩國目前各自積極測試並推出新一代無線網路。

品的成，拖慢5G的發展。
美國三大電信業者計劃今年底在特定城市推出5G服
務，不過，大部分相容於5G的行動裝置要等到2019年初才
會問世。

相較於4G，5G速度快上100倍。連官方也積極介入，其中
中國政府尤其不遺餘力。

搶5G霸主，中國基地台數超美國10倍

新一代網路應用將更為廣泛：遙控自駕車、醫師更有

美國在建設5G基地台上的花費與數量已經大幅落後給

可能自遠端實施更為複雜的手術，也將成為物聯網裝置的

中國。德勤（Deloitte，台灣稱勤業眾信）指出，目前中國

驅動主力。高速網路直接由基地台發送，也降低對纜線和

所建設的5G無線基地台數量超過美國的10倍，有望在未來

Wi-Fi的依賴。

5G所帶動的龐大利益中大幅獲益。

華爾街日報分析，5G的經濟規模尚在估算之中，但推

Deloitte發布報告指出，自從2015年來，中國在建設新

動者表示，潛在回報相當可觀。擁有專利的業者勢將賺進

的5G無線通訊基地台上，已經較美國多花費240億美元。

數十億美元的權利金收入。網路系統愈大愈可靠的國家，

如今中國已經建設35萬個5G基地台，而美國建設數量則不

推展高速網路所應用的科技也將領先各國。主要設備供應

足3萬個。

商也可提供軍情單位在監控或破壞敵方網路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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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預估，未來5年中國5G產業市場的投資將超過1兆

美元。且在中國建設5G裝置的成本，較美國便宜約35％，

安理由」，禁止華為涉入總價490億澳幣的全國寬頻網路

美國需要花費中國投資費用的2.67倍才能趕上中國。

鋪設計畫；之後在今年年初，澳洲政府也積極插手大洋洲

報告指出，由於5G將開啟一個新時代，挖掘當前未開
發的經濟潛力，故率先採用5G通訊的國家將獲得更巨大的

諸國的海底光纖投資，以封堵華為集團配合中國「一帶一
路」在南太平洋的佈局。

收益。IHS Markit近期的報告預計，至2035年5G將會帶來
12.3兆美元的全球經濟產出。

美國政府機關禁止與華為、中興交易
美國眾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於2012年的報告指出，華

澳洲對華為、中興頒布「5G禁令」
全球5G大戰中，澳洲成為第一個正式封殺中企投資的

為與中興通訊這兩家公司與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有密切關
係，可能與間諜工作有關。

國家。澳洲聯邦政府8月23日宣布在「國家安全」的考量

今年5月美國國防部宣布禁止華為與中興通訊的手機

下，禁止中國電信製造商「華為」（Huawei）與「中興」

等產品在美軍基地內販售。主要為防止中國當局將這些手

（ZTE）……等，受到外國政府違法操控的特定公司，參

機當成竊聽器，竊取情報。7月初，美國暫時解禁中興部

與澳洲境內的5G網路開發計畫，以避免澳洲在5G時代門

分業務，並宣布，在中興繳納14億美元的罰款後，已恢復

戶大開，增加國家通訊遭遇敵意滲透或網路攻擊的風險。

中興營運。此外，美國國會在國防授權法案中刪除了恢復

在5G禁令之下，作為全球通訊硬體製造龍頭的華為、

制裁中興通訊的條款，代表美國確定放中興一條生路。

以及先前遭遇美國制裁的中興，其企業投資與製造產品，

但即便刪除恢復制裁中興的條款，美國國會採用的法

將不得參加澳洲現正討論的5G網路鋪設計畫。澳洲內政部

律版本仍對中興通訊做出限制，例如禁止中興無法與美國

表示，在過去一年多來，對於「特定電信集團」的建設投

的政府機關、承包商有商業行為往來，但允許中興與美國

資，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已多次提出示警建議，因

民營企業進行商務生意。

此澳洲政府才會在考量5G網路的敏感性與適用範圍後，頒
布這樣的國安命令。
華為作為全球第一大電信通訊設備製造商，以及第三
大智慧型手機供應商，目前在澳洲4G網路市場的佔有率

美國聯邦政府擔心網路遭到後門滲透，在2017年就已
下令禁止美國國防部、國土安全部採買與使用華為、中興
生產的電信設備；今年更是擴大禁制範圍，嚴令各級聯邦
機關禁用或汰除中企製造的電訊產品。

已高達55％。但近年來，華為的設備產品卻屢傳「安全疑
慮」。
在5G禁令之前，澳洲政府也曾與2012年以同樣的「國

保密防諜，日本官方採購通訊器材擬拒兩家中企商品
繼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之後，因憂慮國家機密
被洩漏，日本政府也決定在政府層面上拒絕使用中國華為
和中興的電信設備。
由於華為和中興被美國和澳大利亞視為存在安全問
題，日本政府為在防止機密情報洩漏和網絡攻擊的對策方
面與其它國家保持一致的步調，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在引
進政府層面的情報系統時，在招標中排除中國華為或中興
的電信設備。
日本政府的這項決定正值美國和澳洲政府拒絕華為和
中興之際，而俄羅斯政府也正在考慮從嚴進口華為和中興
設備的建議。印度更是在多年之前就已發布類似禁令。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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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非洲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在非洲四國訪問，包括塞內加爾、盧安達、南非和模里西斯。緊接著9
月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更讓非洲各國見識到中國的大手筆與強勢。「一帶一路」
的版圖，已延伸至非洲更多國家。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進行任內第三次非洲國是

中

爾總統薩勒舉行會談。會談後習近平表示，歡迎塞內加

訪問，由有「西非門戶」之稱的塞內加爾揭開序

爾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國

幕，並至盧安達。接著參加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金磚

家。中國「一帶一路」版圖正式進入西非。

國家領導人峰會，最後訪問印度洋島國模里西斯。據了

此前，中非「一帶一路」建設主要以東非的鐵路、公

解，習近平此行除加強對非洲影響力，選擇塞、盧兩個人

路和港口開發為主，塞內加爾的加入讓這一局面得以改

口與過往合作量皆不高的國家訪問，與中方欲進一步發展

變。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是塞內加爾第二大貿易夥伴，僅

「一帶一路」有關。

次於法國，雙邊貿易2016年突破20億美元。塞國出口至中
國的主要商品包括堅果、金屬、鋯和鈦。中國進口同樣

與塞內加爾簽署 「一帶一路」版圖進入西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與塞內加

穩定成長，從2013年的2270億非洲法郎（約4億1000萬美
元）成長至去年的3670億非洲法郎。

▼中國是塞內加爾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法國，塞國出口至中國的主要商品包括堅果、金屬、鋯和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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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期望融入東非新興鐵路網
首度選擇盧安達進行國是訪問，則與該國位於「一帶

中國在非洲投資前十大國家
排名

國家

投資（美元）

1

南非

47.2億

2

剛果民主共和國

32.4億

一路」路線關鍵位置有關，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非洲問題
專家泰勒說：「盧安達也希望融入東非新興鐵路網，成為

3

阿爾及利亞

25.3億

4

奈及利亞

23.8億

5

尚比亞

23.4億

6

蘇丹

18.1億

7

辛巴威

18億

『一帶一路』參與者」。中國目前已是盧安達第一大貿易
夥伴與第一大工程承包方。
習近平2013年就任國家主席後推出「一帶一路」經濟
戰略，企圖打通陸上和海上貿易之路，輸出中國過剩產
能，並發揮中國影響力。中國官方原本公布的「一帶一
路」路線圖，西非並未包含在內，然而隨著塞內加爾加入
「一帶一路」，顯示「一帶一路」版圖再度向外擴張。盧

8

迦納

12.7億

9

安哥拉

12.7億

10

坦尚尼亞

11.4億

資料來源：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安達據稱也想加入「一帶一路」，以融入東非鐵路網。
東非鐵路是肯亞國家鐵路總規劃的三條主要鐵路幹線

長，中國大陸對非投資則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長，對非洲

之一，線路從肯亞港口城市蒙巴薩開始，連接烏干達、坦

各類投資已超過1000億美元。當下整個非洲正如火如荼展

桑尼亞、盧旺達等東非國家。資料佐證，東非鐵路網中，

開各種基礎建設計畫，多由中國大陸負責管理及提供低利

在肯亞境內由中國大陸鐵路工程首次全套輸出的蒙內鐵路

融資，這亦是北京「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

建設，推動肯亞GDP增長1.5％，降低了40％物流成本，為

美國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當地帶來超過4.6萬人就業機會。也難怪盧安達積極的想加

CGD）在報告中指出，中東和非洲共有17個國家與中國簽

入「一帶一路」。

署「一帶一路」協議，其中非洲國家包括吉布地、埃及、

此前，南非、埃及、肯亞、坦桑尼亞、莫三比克、埃

衣索比亞和肯亞等。

塞俄比亞等多個非洲國家已經加入「一帶一路」建設。這
次習近平非洲之行，又同塞內加爾、盧安達簽署共建「一

中國是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

帶一路」諒解備忘錄，同模里西斯就儘快簽署「一帶一

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已超越任何其他國家。根據安永

路」協定達成共識。隨著「一帶一路」在非洲大陸的成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去年在報告中說，自

國不斷增多，中非合作將會日益融入到「一帶一路」的發

2005年以來，中國斥資664億美元，在非洲投資了293個項

展進程中。

目，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最大單一貢獻者。
中國是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也尋求與非洲

「中非命運共同體」概念
2013年3月，習近平首次非洲行提出「中非命運共同

建立更為密切的軍事關係。去年，中國在非洲吉布地
（Djibouti）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體」概念；2000年至今，中國和非洲的合作進入全面深化

國際財經日報（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報導，中

階段，中非合作論壇機制以及多項合作的簽署，將中非合

國目前在非洲35個國家有基礎建設計畫，包括預算達130

作從專案式行動，逐漸發展成規範的制度化和可持續的中

億美元、連接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到港口城市蒙巴

非合作發展戰略。

薩（Mombasa）的鐵路興建項目。

2008年中非貿易額就達到1070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
與非洲的貿易額，目前非洲至少18％的貿易來自中國，是
美國的2倍。近年來，中非貿易保持了每年30％的高速增

中國的非洲戰略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即以省為單位，作為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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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責任區的劃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更動員國家
整體力量進擊位居關鍵位置的非洲國家，全面體現在水力
發電、機場、港口、鐵道等基礎建設項目。

．港口全包辦
為鞏固在非洲地緣優勢，中國環繞非洲20個國家地區
承建港口多達25處。投資33億美元興建阿爾及利亞的舍爾
沙勒港（阿國第一大港），扼紅海出口的厄立特里亞馬

．水力發電大進擊

薩瓦港，瀕臨亞丁灣2016年完工的吉布提港，2017年5月

過去10年間，中國先後在埃及、蘇丹、衣索比亞、安

開工東非口岸的多哈雷港，肯亞主要貨物集散地的蒙巴薩

哥拉、幾內亞、烏干達、尼日、尚比亞、剛果、辛巴威

港，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最大深水港他馬他夫擴建工

等超過十二國家地區，建立15座大型水庫發電廠。其中蘇

程、聯外高速公路；大西洋岸的幾內亞、象牙海岸的阿必

丹「三峽」之稱的麥洛維水電站Merowe Dam，壩長9.8公

尚港，西非重要口岸迦納第一大港特馬港；多哥、尼日、

里，總裝機125萬瓩，灌溉、水力發電兼而有之，是尼羅

喀麥隆、剛果等國家主要港口的興建、擴增都有中國的足

河流域僅次於埃及亞斯文第二大水庫。

跡。

中國在水資源豐富的衣索比亞，興建3座巨型水利電
廠，提升該國發電力近一倍。位於衣索比亞西北部、鄰近

．建立非洲鐵道網

蘇丹邊境正興建中的復興大壩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南非以北的主要城市、港口

Dam，預計耗資47億美元，完工後的裝機容量可達600萬

間，鐵路網全長超過7,400公里。「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

瓩，將是非洲最大的水力發電設施，將使衣索比亞發電量

國載入最新鐵道工程。其中又以去年5月在肯亞新近完成

翻5倍。

「蒙內鐵路」－肯亞首都內羅比到印度洋岸的蒙巴薩港、
全長487.5公里的現代鐵路系統，最具代表性。

．泛興建國際機場
烏干達、肯亞、莫三比克、模里西斯、多哥、安哥拉

另一代表為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城市輕軌鐵
路。這條非洲首座現代化都市輕軌系統，全長34.25公里，

等，不下10個正在興建或完工的國際機場，都是中國的貢
中國布局非洲八大行動

獻。位於非洲心臟的查德與中國簽署10億美元的興建協
議，查德首都國際機場，即是中方提供融資、國企中工國

實施產業
促進行動

鼓勵大陸企業擴大對非投資；向非洲受災國家提供
十億元人民幣緊急人道主義糧食援助。

場新航廈，計畫發展成非洲航訓中心。

實施設施
聯通行動

中國大陸企業參與非洲能源、交通、資訊通信、跨
境水資源等基礎建設合作；支持非洲單一航空運輸
市場建設，開通更多中非直航航班。

▼莫三比克的馬布多國際機場。

實施貿易
便利行動

擴大進口非洲商品特別是非資源類產品，支持非洲
大陸自由貿易區建設。

實施綠色
發展行動

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海洋合作、荒漠化防治、野
生動物和植物保護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實施能力
建設行動

中國大陸在非洲設立十個「魯班工坊」，向非洲青
年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為非洲培訓一千名精英人
才；為非洲提供五萬個大陸官方獎學金名額，為非
洲提供五萬個研修培訓名額。

實施健康
衛生行動

中國大陸決定優化升級五十個醫療衛生援非項目。

實施人文
交流行動

支持更多非洲國家成為中國大陸公民組團出境旅遊
目的地。

實施和平
安全行動

支持中非開展和平安全和維和維穩合作，繼續向非
洲聯盟提供無償軍事援助。

際負責建造。新建成的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國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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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電子通信自動系統。以上兩條軌道系統，從興建到營

歷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運都是中國負責，肯亞與衣索比亞不須負擔資金，換得兩
國願以國內市場回報。

．確保資源、開創市場、戰略地位
中國官方宣稱，中國對非洲投資總額超過1,100億美
元，不止達到鞏固非洲豐富天然資源（提供幾內亞20年、
200億美元援助項目、換取鋁土礦的礦權）、強化其在印

年度

出席
國家數

2000年

45

．宣布免除非洲100億元人民幣債務

2006年

48

．宣布免除非洲約100億元人民幣債務
．擴大非洲零關稅進口商品至440多個

2012年

50

．提供200億美元貸款額度
．推進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

2018年

53

．提供非洲600億美元援助
．推動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八大行動」

主要內容

度洋大西洋的戰略地位（在背靠非洲大陸與阿拉伯半島隔

習近平說，自2015年中非合作論壇南非約翰尼斯堡峰

海相望的吉布提，設立全球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更換來

會以來，中國承諾提供的六百億美元中非「十大合作計

連續9年是非洲第一大交易夥伴國的斐然成果。

畫」：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以及經貿合作
區等都已陸續兌現建成或在建設中。且「中非早已結成休

結合非洲各國 發展一帶一路
中國長期經營與非洲關係，尤其習近平5年前提出
「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後，中非關係更急速升溫。
中國在非洲耕耘已久，投資礦產及各項重大基礎建

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將在未來3年和今後一段時
間重點實施「八大行動」，內容包括共建一帶一路基礎建
設、支持符合條件的非洲教育機構辦孔子學院，及促進中
非軍事交流和設中非和平安全論壇。

設，是「一帶一路」戰略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最重視非
洲的礦業，2005∼2016年，中國境外投資有一半投入採礦
業，其中的三分之一就是投入非洲，主要集中在南非、尚
比亞、辛巴威及剛果。

中國爭取的是國際參與及話語權
中國著眼的是國家利益─參與並增加國際社會的話語
權。有了非洲友邦的幫助，中國大陸在非洲區域政治將愈
來愈有影響力。

北京將再支援非洲600億美元

非洲過去是英、法、德、義、荷、比等國的殖民地，

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於9月3日至4日在北京舉

當這些西方國家勢力退出後，非洲各國陸續獨立（目前有

行，非洲近50國家領袖和代表與會，國家主席習近平親

54國），但除北非幾個阿拉伯語系國家和南非比較穩定富

自主持。這是繼「中東歐16國＋1（中國）合作框架」、

裕外，其餘各國多屬貧病交迫，政局不穩區。

「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中國再次密集火力以發展區

非洲許多國家缺錢、缺糧、缺技術，醫療衛生又落

域合作為號召，牽引「一帶一路」，經由地緣政治，建立

後，對於中國大手筆的投資非常歡迎；而中國也期望藉助

全球強國的策略體現。

「一帶一路」開發非洲，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這也是習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為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
運共同體，中國決定再以六百億美元實施「八大行動」。

近平能自信的說：「中非合作好不好，只有中非人民最有
發言權」。 華

600億美元的支援，其中包括政府援助、金融機構和企業
投融資等方式，並且推動中國企業未來3年對非洲投資不
少於100億美元。同時，免除與中國大陸有外交關係的非
洲最不發達國家、重債窮國、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
發展中國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償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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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新型態、新機遇及新挑戰

周錦榮｜文

世界華商發展歷史的啟示
說起「華商」，很多人也許會聯想到「華僑」，而許多年輕一代對「華僑」的印象，可能還
停留在電視劇中，那些在海外唐人街經營小店舖的層面。事實上，世界各地的華僑隨著世代耕耘不
懈，逐漸成為各自專業領域的傑出華商，甚至是當地具有影響力的領導者。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
勢以及日新月異的創新科技，世界華商需要注入新思維，才能在新時代的挑戰中，掌握新機遇，繼
續為推動世界進步作出貢獻。
道是「飲水先思源」，欲探索世界華商領導力的新

有

的領導型態。東方價值仰慕關愛型的領導者，仰慕忠義型

型態，需先通盤了解：過去一百多年華商領袖的發

的良心企業，以及儒家思想的商仕道精神，成為世界華商

展歷程。

商業文化的價值基礎。

如前言所提，很多年輕朋友對華僑的印象可能仍停留
在唐人街小店老板的角色，而忽略了現代華商早已在世

華商的領導價值觀

界各地不同領域發揮著影響力，不管是在商業、經濟層面

回顧百年華商發展史，我們發現，華商的領導理念，

獨佔鰲頭，或是在社會、文化領域發光發熱，還是在政壇

是建基於倫理及人本價值之上，華商的核心價值觀，可以

上叱吒風雲，世界華商領袖的崛起，早已是一個共識的事

比喻為一張「三腳凳」，分別由三個層面構成，第一層是

實。

「率性」、第二層是「道德」、第三層是「變革」，缺一
不可。而其中，「覺知」這個層面又較為突出，因為海外

建基於儒家精神的領導型態
那麼，世界華商是如何塑造出他們的領導型態呢？

華商在「覺知自我」、「覺知他人」、以及「覺知價值」
上，總有著一股恆久的堅持。

早期海外華商的發展，大部分以家族企業為起步點，

就「覺知自我」而言，海外華商重視生命的價值、信

憑著勤勞、刻苦、堅毅、沉實等優點，他們不僅有了安身

念及意義，他們自我要求甚高，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對

立命之所，也為企業帶來了跨代的希望。二戰之後，充滿

國族社群有貢獻的人。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夠保持一貫的

愛國熱忱的世界華商便以祖國故鄉的「籍貫」為基礎，組

自我意識，穩定，可靠、自律及自信，華商不只是一個身

成商團，推動僑民間的商業活動，他們自覺地發展華人社

份或角色，更是一份責任的承傳。

區、會館、商會等公益團體，推動文化教育服務，展現出

事實上，華商懷抱強烈的鄉土責任感，這就是「覺知

東方文化的互助精神，於是逐漸塑造出以人本價值為基礎

他人」的一種特性。華商在僑居地團結一致、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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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為一種以倫理關係為主體的生活文化。他們各自組

【小結論】

織商團，潮商、溫商、晉商、閩商等商圈族群，互相扶

從傳統華商、近代華商到創科年代的菁英華商的

持，而每一組團都有著特殊的凝聚力，由此而激發起一種

發展經歷，我們發現，華商領導力型態有很多一脈相

互為關照的族群鬥志。

承的價值連繫，從而形成一套「華商價值領導學」。

在作為企業主的同時，華商自覺地擔當追隨者的家
長、守護者、導師及道德榜樣，關懷照顧他們的子侄、幫
助他們更好地發展事業、實現人生目標，把中國商仕道精

洋為中用——認識西方價值領導學
關於「價值領導學」的研究，西方學界起步較早，也
比較有系統。但是，我們發現一些西方價值領導學的理

神發揚光大。
領導型態的永續價值，在於傳承；而傳承下去的動

念，其實非常接近早期華商的領導特質。因此，不妨作些

力，當繫於「價值觀」。華商在「覺知價值」方面，重視

簡略介紹和對比，以收廣闊視野之效，同時也可對華商領

族群的共同價值，講究長期信任、跨代信任，他們也鼓勵

導力的認知更加清晰。（圖一）

年青子弟以誠信、誠懇作為經商的核心信念，長久下來，
誠信就成為華商在世界各地經商的名片，在國際市場上享
有崇高的美譽，即使時至今日，世界華商也依然保有這個

西方價值領導學的起源
我們對西方價值領導的認識，大部份都是透過通識
類的媒體而得來的。從認識生活品牌及其創辦人的故

永續的價值形象。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Ethic Character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Ethic Leadership

Ethical leaders emphasise on
Integrality
Reciprocal trust
Aware of others
世界華商的品格特質

Other-awareness

世界華商道德領袖，重視他人，重視真誠
與互信的倫理關係。

道德領袖重視覺知他人

率性領袖重視覺知自我，變革型領袖則重
視覺知價值，而兩者之間的重叠就是共同
價值。

Authentic
Leadership

Self-awareness
率性領袖重視覺知自我

Shared
valu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Value-awareness
變革型領袖重視覺知價值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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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開始，其中論述最多的包括宜家家具的創辦人Ingvar

造福世人而分別注入了各自的正能量，在功利的商業社會

Kamprad、Body Shop的創辦人Anita Roddick、及公平貿易

中，展示了不一樣的天空，而最終匯聚成為了一股價值原

的創辦人Hugh Jackman。認識宜家傢具，我們就知其價值

動力，而這種原動力也可以用「三腳凳」的比喻來理解。

理念是簡約環保；了解Body Shop，我們也跟著明白生產

（圖二）

過程需要尊重人本法則、履行守護文明的責任。至於Trade
Fair Coffee，望文生義，強調公平貿易，不剝削生產者，

價值領導理論與率性領導力的互動

不容許中間商暴利。品牌創辦人的率性、真誠、以及充滿

西方價值領導學的理論相比東方較為成熟，也較具系

人本的營商理念，反影了他們的正向人生態度。於此同

統。2014年Mary Kay Copeland發表了一份「價值領導力」

時，他們個人的簡約儉樸生活，也讓他們的事業與人生目

的文獻，可視為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將「價值

標一致，在成就企業成功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領導力」細分為「率性領導力」（見文後註解）、「道德

眾多新經濟的企業領袖，在事業成功之後，都會選擇

領導力」、以及「變革領導力」，對三者之間的關係作出

積極行善，回向佈施，把他們的經驗、智慧以及財富與

了深入的共性研究，並闡釋他們在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協

大眾分享。例如：「微軟」的蓋茨（ Bill Gates ）、「臉

同效應。文章中提出富有道德感的企業領導，也就是我們

書」的馬克（Mark Zuckerberg ）、以及「巴郡」的巴菲特

熟知的「厚德領導者」，他們都是以大眾的利益，作為商

（Warren Buffett），於事業成功之後，都能夠以真誠的人

業決定的依歸，並且強調誠信、道德、以及以身作則的重

生態度，去實踐他們的行善理想，獻身地區扶貪、危疾研

要性，而這正與華商領袖一向以來所依歸的行為標準，不

究、救助兒童及教育服務等，具有普世價值的工作，從而

謀而合。
而在率性領導力這個層面上，Copeland （2014）強

進一步突顯了他們的事業成就。
上述例子反影了不同年代的西方價值領袖，他們都為

調領導自覺性，她引述Brown and Trevino （2006）的圖表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Ethic Character
Tri-centrical components of value
Core layer

Shared value + Common goal + Reciprocal trust
世界華商的品格特質

道德領袖

價值領導力細分為「率性領導力」「道德領導力」、以
及「變革領導力」，而最終匯聚成為了一股價值原動力，
而這種原動力也可以用「三腳凳」的比喻來理解。三方
的交接點分別為互信，共同目標及共同價值。

率性領袖

變革領袖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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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內容顯示高能的率性領袖，如何能夠透過這三

到了2007年2月，哈佛大學教授 Bill George及他的團

種共性，去展現最高效的領導力成果，把領導力轉化成為

隊發表了另一篇文章，名為“Discovering your Authentic

生產力，去推動企業的快速成功，並且鞏固企業的長期成

Leadership”，強調率性企業領袖不應模仿別人，相反，

果（圖四）。

要由認識自己開始，從認識自己的過去、到自己的文化根

兩年後，2011年10月，德薩斯州科技大學 William

源、性格優勢，從而發展自己所長，追尋人生夢想，走一

Gardner 及其團隊重新整理出一篇有關「率性領導力」的

條完全屬於自己的路，在過程之中需要學習與團隊合作，

發展研究報告，釐清了不少理論上的盲點與誤區，有利

這個理想的領導模式，與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當代硅谷文

「率性領導力」的未來發展。

化，非常吻合，並且具有很大的啟發性作用。

此外，該報告還詳列了2003年到2010年間，關於「率
性領導力」的文獻共有91份，參與發表文章的作者共有

【小結論】

203位，來自美國的學者最多，而亞洲學者就只有7位。

事實上，理論研究和商業應用，往往是因果相關

由此可見，「率性領導力」十年前仍處於理論發展

的一體兩面。試想，如果沒有率性企業、率性領袖的

的階段，較少被應用到商業實踐上。直至2005年，Rob

真實故事，又何來率性領導力的理論研究？而理論研

Goffee發表了一篇 “Management Authenticity”文章，用敘

究的結果，又恰恰為企業提供源源不絕的新思維。

事方式提供了一系列的領導故事，去介紹有關「率性領導
力」如何在美國實踐的經驗，文章推動以個人特質為中心

率性領導特質——東西方理念日益接近

的領導學新形態，並且引用了作者與眾多成功企業領導的

雖然，率性領導力似乎是完全按照西方領導理論為立

訪談實錄，透過他們的自身故事，去展示領導如何善用性

論基礎，但是，卻也展示了兩個機遇：第一、率性領導

格優勢引導企業走一條獨特的成功之路。

學是可以加入東方的角度、東方的價值、以及東方的市場

率性領導⼒的共性研究

Ethic-Transformational-Authentic Leadership theories

Ethical,Authentic,Spiritualist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Leadership
Trait

Ethical
Leadership

Authentic
Leadership

Spiritual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oncern for others
(Altruism)

X

X

X

X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X
X
X

X
X
X

X

X
X
X

Integrity
Role Modeling
Ethical leaders emphasise
moral management (more
transactional) and “other”
awareness
Authentic leaders
emphasise authenticity and
self-awareness
Spiritual leaders emphasise
visioning, hope/faith; work
as vocation

X

X

道德領袖

X 率性領袖
X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Emphasise vision, values,
and intellectual stemlation

X 變革領袖

Source: Brown and Trevino (2006)

A Model: Outcomes Combinations of Authentic, Ethical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作者將「價值領導力」細分為「率性領導力」「道德領導力」、以及「變革領導力」，對三者之間的關係
作出了深入的共性研究，並闡釋他們在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協同效應。指出道德領袖重視覺知他人，率性領
袖重視覺知自我，而變革型領袖則重視內涵價值。

圖三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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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 characters and leadership strengths

Authentic/ Ethical Leadership

率性領袖的個性特質及性格優勢
High Authentic/Ethical
Low Transformational
Quadrant 3:
UNREAUAED GAINS:
WALKERS NOT
TALKERS
Quadrant 1:
INEFFECTIVE
Low Authentic/Ethical
Low Transformational

High Authentic/Ethical
High Transformational
Quadrant 4:
MAXIMIZERS
⾼效的領導⼒成果

Highest positiv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Leader effectiveness outcomes

Quadrant 2:
FAKERS: TALKERS
NOT WALKERS

高能的率性領袖，能夠透過這三種共性
去展現最高效的領導力成果，
把領導力轉化成為生産力，去推動企業的快
速成功，並且鞏固企業的長期成果。

Low Authentic/Ethical
High Transformation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ource: Brown and Trevino (2006)

A Model: Outcomes Combinations of Authentic, Ethical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圖四

現象，以增加研究的普遍性，及擴大理論的適用範圍；第

圖四
及最優秀的領袖，才能在這樣嚴苛環境生存下來，這些快

二、目前大部分率性領導力研究都是集中在建立理論的階

速成長的企業領袖，肯定在個人特質，及性格優勢上有很

段，並未廣泛地應用到市場實踐中，這是一個有待加快發

多過人之處，才能創造出如此驚人的成就。

展的領域。

「深圳的天空是一片創意的天空」，更確切的說，應

另外，華商的性格特質與上述率性領袖特質有很多相

該是一片「經濟新天地」。這個說法，是因為當前的「新

似處，在一些重要範疇，東西方的價值文化也有不少共通

經濟」包括過去前所未見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移動支付

點，由其在精神領域的共性，可以說是高度同源的。在今

及共享經濟等領域。深圳硅谷的菁英成功創業者，為市場

天全球化的影響下，東西方在價值領導的理念已經十分接

帶來了新的啟示，以騰訊、大疆、順豐等世界一流的高端

近，並快將連為一體。以硅谷的發展經驗為例，美國的硅

產業，發揮民間企業的智慧，展現出非凡的創新力量，並

谷文化，就為中國硅谷的發展帶來了很多有意義的啟示。

能夠在各個領域中彎道超車，產生出驚人爆發力。今天，
「騰訊在天上飛，順豐在地上跑」的中國奇景，已經改變

領導力新機遇及新挑戰

了十三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學習方式，

美國的硅谷經驗證明，新經濟時代的企業領袖，已經

而成為世界一大「奇蹟」。即使相對西方的價值企業，中

不能再用傳統的方式 去領導創科產業，而是要以嶄新的

國的發展雖然較為後發，但近期亦已經迎頭趕上，不少創

思維、創變的態度，去對應創科大時代的新挑戰。

科領袖，其高遠的價值見解，並不遜於西方先行者。

同樣地，我們的企業在世界級大灣區內的競爭非常激

最為人所熟知的，當屬馬雲。2015年馬雲就提出了

烈，新經濟也帶來了領導力的新型態、新要求、以及新挑

「責任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青年人創業要有責任

戰。在高科技高風險的汰弱留強生態下，只有最強的企業

感，使命感」，他在史丹福大學演說中提到，他的事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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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讓「誠信」變得有價值，這樣才可以把價值轉化成財

領導力新型態的專題研習計劃

富，成為在社會上有用的資源。另一個有關價值的例子

創科新時代的華商，正在面對「一帶一路」及「大灣

是，在雲南大地震的時候，阿里巴巴公司上下各人都捐

區」的大機遇，與傳統華商比較，雙創年代的菁英華商應

款，他們知道捐款並不能改變災區的現況，但是捐款可以

該更具創新能力，更有理想、學識、與抱負。創新時代的

改變自己，而改變要從「自覺」開始，亦要從行動開始。

企業領袖需要是Scholar- Practitioner，要有廣闊的世界觀，

莫以小善而不為，不要小看捐款一毛錢的價值，因為這個

屬於自己的價值主張，以及獨特的見解。

微小的行動己經成功地改變了整間公司的關愛文化。

今天，在兩個一百年即將來臨之前，我們有的是機

馬雲要阿里巴巴不賣魚翅，不賣象牙，因為這就是價

遇，沒有的是時間，模仿西方去發展自己的時代已經完

值的取向，商人與企業家不同之處在於商人可以唯利是

結，在面對競爭與考驗的時刻，菁英華商需要用自己雙腳

圖，企業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是因為有所不為。因為擇

去走自己的路，從模仿別人到彎道超車，最終成為領跑

善，所以固執，差別就在於一個價值身上，在於如何固執

者，需要一個教育的過程，也需要堅實學問的支撐，及具

地抱緊一個以價值為核心的企業信念。

備能夠以理論為基礎的思辯能力去發展自己的事業。

今年，2018年5月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

綜上所述，我們目前面對兩個機遇及一個挑戰，有關

上，京東的劉強東強調，縱使科技發展可以讓AI取代京東

率性領導學的直接研究，在創始期整個亞洲區只佔7席，

八萬個工作崗位，企業都不會因此而裁減員工， 京東不會

至於這十年來的發展，中國大陸、台灣與港澳區的學者也

因為企業的發展，而不顧員工的生存利益，相反，科技會

漸漸參與了一些ALD的研究，但是以深圳創意產業的率性

把員工從艱苦、危險及重覆苦悶的勞動之中解脫出來，把

領導者特質為主體，及當代價值領導論述為基礎的研究，

員工從藍領蛻變成白領，去做多一點精神文明的創造，京

正在等著零的突破。反觀泛亞太平洋區的發展，一日千

東在這問題上有著非常明確的道德態度及價值取向。

里、去年在澳洲已經有具規模的率性領導力專題高峰會，

無獨有偶，馬雲、陳一丹等等的創科領航人，包括湖

此一趨勢正由美國中部經太平洋西岸吹來，不久將來，我

畔大學九位創辦人很早就已經明白到教育的重要性，在

們預測率性領導學可能會成為企業界的新熱點，受到世界

這個課題上面，他們都作出了非凡的貢獻，慷慨地大力捐

關注，在這一專題上，中國實在不應缺席，也不能缺席。

助，去培育年青企業家，讓他們透過正向的價值教育，得

作為世界華商的一份子，我們也有責任在這一課題上積極

到力量，去發展他們理想的事業與人生。

參與，為零的突破作出貢獻。

由以上例子可知，率性領導力就是要培養有正向價值

我們誠意邀請所有企業領

觀及覺知能力的領袖。東方文化認為領袖在組織內有絕

袖、學術界、創科界的朋友共同

作者簡介

對的關鍵作用，「人君如盂民如水」，領袖就是企業的核

參與研究，善用本會全球華商的

周錦榮 博士

心、組織的靈魂，也是個人價值的伸展。而西方文化則非

廣闊資源、推動領導力新型態的

常重視領袖的自覺能力，認為蘇格拉底對人生目標這個結

專題研習計畫，透過舉辦各種論

問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確切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價值

壇、工作坊、研討會等活動，去

取向及人生意義，應該如何去實踐，才能成為最有價值的

幫助對價值領導力有熱誠、有理

人。綜合而言、東西方文化在這一題目上，都認同領袖必

想，有抱負，對民族復興有渴

先要透過自我覺知，才能成就一個有價值的人生。

望、有夢想的年青人。 華

世界華商菁英會會長

【註解】率性領導學 (Authentic leadership)，源於「價值領導」理論，對於“Authentic Leadership” 的翻譯，中國大多
用「真實領導」、「真確領導」、「真誠領導」等等直譯表達，但本文認為用「率性領導」的意譯表達會
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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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蟬聯全球最大
奢侈品企業寶座
全球前百大的奢侈品企業，總銷售額達2,166億美元。法國路易威登（LVMH）、美國雅詩蘭黛
（Estee Lauder）及瑞士歷峰（Richemont）穩居全球前三大奢侈品企業寶座。但精品品牌為了維護
智慧財產權及品牌價值，不惜銷毀過季庫存，卻引來環保團體批評。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布「2018全球奢侈品

勤

次晉級且成長快速，近3年複合成長率高達36％，為今年

力量調查報告」指出，法國路易威登（LVMH）、

榜首。至於丹麥的輕奢侈品牌潘朵拉（Pandora），除了連

美國雅詩蘭黛（Estee Lauder）及瑞士歷峰（Richemont）

4年入榜外，受益於快速展店、發展電商，及擁有手鍊、

穩居全球前三大奢侈品企業寶座，淨利率分別為11.6％、

戒指至耳環等多樣化產品線，其淨利率高達29.7％，為百

10.6％與11.4％。

大排行中獲利率最佳品牌。

勤業眾信報告指出，今年入榜排名全球前百大的奢侈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消費產業負責人謝明忠會

品企業，總銷售額達2,166億美元，且近3成企業銷售額年

計師表示，因應消費者追求個人化的消費偏好與科技使用

成長率優於去年表現。

習慣改變，「線上線下無縫轉換的全通路銷售」，成為奢
侈品企業必須具備的能力。建議奢侈品企業也需重新檢視

LVMH年銷售額達234億美元，榮膺全球頭號

品牌定位，並在奢侈品的珍稀性與年輕消費族群偏好找出

奢侈品企業

平衡點。

在前十大奢侈品企業中，美、法國各有3家，瑞士2

謝明忠建議，奢侈品企業可善用數位科技，提供產品

家，香港與義大利各1家。前三大奢侈品企業路易威登、

試用、產品推薦和產品細節說明，藉以增進與消費者間互

雅詩蘭黛和歷峰的淨利率都達到雙位數；其中，路易威登

動。已有越來越多美妝及服飾品牌運用科技提升消費者體

再度榮膺全球頭號奢侈品企業，年銷售額達234億美元，

驗，銷售表現也大幅成長。但整體奢侈品企業相關科技應

銷售額幾乎為第2名的雅詩蘭黛118億美元之兩倍。

用步調仍稍緩慢。

前十強企業中，瑞士斯沃琪（Swatch）與美國拉夫勞
倫（Ralph Lauren）衰退比率皆達到了雙位數。斯沃琪的

維護精品地位的代價

表現受到瑞士法郎走強以及赴瑞士觀光人潮下滑之影響，

英國精品品牌Burberry日前發表年度財報時透露，公

由於其年度銷售額多來自國外，換算回本國匯率時較為不

司為了保護自家品牌，避免商品被偷走或賤賣，破壞市場

利；拉夫勞倫之衰退主因則為占總銷售額近6成的北美市

行情，而銷毀價值2,860萬英鎊（約3,700萬美元）的過季

場銷售表現不佳。排第10名的香港「周大福珠寶」銷售額

庫存，遭環保團體大肆批評，也讓時尚圈盛行多年的商業

衰退逾9％。排第4到6名的「羅薩奧蒂卡（Luxottica）、

手法引發熱議。

開雲（Kering）、萊雅（Loreal）」，還有第9名的PVH

投資機構Flornoy and Associates投資經理人卡達特

（鵬衛齊）」營收額都維持成長、開雲銷售額年成長率達

（Arnaud Cardat）表示：「銷毀庫存是精品業普遍做法，

7.7％。

業者習以為常。」他表示頂級精品品牌不讓太多過季庫存

報告指出，今年百大的新興強者中，以生產高端大衣
及羽絨衣聞名的加拿大品牌加拿大鵝（Canada Goose）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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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暢貨中心或打折促銷，主要目的是維持精品的稀有
度，避免品牌價值滑落。

防過季品流向仿冒業

報》報導Burberry採取的「即看即買」行銷策略也助長庫

不只愛馬仕（Hermes）和路易威登（LV）曾在年度財

存銷毀量。所謂的「即看即買」就是讓消費者在看完時裝

報中提到銷毀庫存，旗下經營卡地亞（Cartier）及萬寶龍

秀後立即下單，但這也代表Burberry必須在新品亮相前就

（Montblanc）等精品品牌的曆峰集團（Richemont）就曾

先預測市場反應並準備足夠庫存，相對增加庫存風險。

因亞洲銷售下滑，在2年內銷毀價值超過4億英鎊的名錶庫
存。運動品牌耐吉（Nike）曾表示，紐約門市會將滯銷庫
存拆毀再丟棄。

Burberry將停燒庫存 不再用真皮
只是近年全球環保意識抬頭，越來越多消費者開始在

致力維護智慧財產權的製造商協會Unifab指出，精品

意品牌的綠色形象，也讓精品業開始尋求改變。旗下經營

業銷毀庫存通常基於許多原因，除了避免過季商品流入不

古馳（Gucci）、巴黎世家（Balenciaga）及H&M等品牌的

肖仿冒業者手中，也避免香水或化妝品這類有銷售期限的

開雲集團（Kering）便推出「Worn Again」衣料回收再生

商品，在過期的情況下流入市場，屆時危害消費者安全也

計畫，將滯銷服飾庫存解體重新製紗。

傷害品牌形象。

在引起環保與看不起窮人爭議後，英國經典奢侈品牌

然而，時尚精品的汰換速度快、商品周期短，導致各

Burberry在9月初對外表示，該公司將停止燒毀價值數千萬

大品牌累積的過季庫存逐年增加，使銷毀規模隨之擴大。

英鎊庫存的服飾、配件和香水等產品，且公司將停止在產

以Burberry為例，《泰晤士報》報導該品牌每年銷毀的庫

品上使用真皮。

存總價值自2013年以來擴大6倍，且過去5年來累積的總價
值超過9千萬英鎊。
除了近年英國與歐洲精品銷售下滑之外，英國《衛

Burberry同時表示，他們將跟隨其他精品如Versace、
Gucci和道德時尚品牌Stella McCartney的腳步，從服飾系列
中去除真皮，如兔子，狐狸，貂、亞洲浣熊等的皮毛。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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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市值一兆美元俱樂部
美國建國242年後，終於由蘋果（APPLE）在8月2日達到上市公司市值1兆美元的歷史紀錄，相
隔僅33天，亞馬遜(Amazon)也晉身1兆美元俱樂部，甚至有機會超越蘋果，成為市值最高的美國上市
公司。

全球市值前八大企業

蘋果在今年八月二日「達陣」之賜，美國股市在建

拜

國242年後，終於出現了第一家市值達一兆美元的

企業

上市公司，攻頂耗時38年。亞馬遜在33天後也躋身一兆美

微軟

0.86

Alphabet

0.84

用了三個月就從8千億美元衝上1兆美元，全程僅21年。今

波克夏

年以來，亞馬遜市值飆漲4,400億美元，比標普500指數扣

臉書
阿里巴巴

今年初，亞馬遜市值約5660億美元，但股價迄今已大
漲74.5％；相較之下，蘋果今年初市值為8600億美元，迄

0.99

亞馬遜

蘋果公司攻頂之路有如慢步，用了15個月才拿下最後

除五家市值最高企業之外所有成分股公司總和還高。

1.10

蘋果

元俱樂部，僅花21年即攀頂。

的2,000億美元，全程共耗時38年。但亞馬遜如同衝刺，只

市值

騰訊

0.52
0.49
0.44
0.41

單位：兆美元

資料來源：彭博

今上漲約35％。分析師預期，如果亞馬遜能延續這種漲幅
速，超越蘋果成為市值最高的美國上市公司只是時間問

業務延伸到零售業的每個角落，改變消費者的購物方式，

題。

不僅令許多實體店承受巨大壓力，也讓投資者留下深刻印

儘管終場未能持續站上兆美元大關，但以亞馬遜營運
成長與股價飆漲速度，不少投資人相信亞馬遜市值遲早超
車蘋果，並率先達到下個里程碑2兆美元。

象。
另外兩家科技巨擘，微軟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距離市
值1兆美元里程碑仍差1,700億美元。

在面臨貿易戰、市場波動、利率上升和中國股市下跌
等壓力下，亞馬遜股價仍有如此驚人表現，關鍵在於把

當今最有價值的資源是數據
蘋果去年11月市值突破9000億美元，歷經183個交易
日，才突破1兆美元。亞馬遜今年初市值剛站上6000億美
元，至今才165個交易日就突破1兆美元，一路超車微軟
（Microsoft）、Google母公司Alphabet，而微軟、Alphabet
距離1兆美元還有千億美元之遙。
《華爾街日報》指出，蘋果與亞馬遜市值先後突破
一兆美元，凸顯科技業對市場與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累積的財富與權力建構商界新秩序，當今最有價值的資源
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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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改變了人類與科技互動的方式
蘋果（Apple）成為市值突破一兆美元的第一家美國

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整理蘋果市值可遠超過1兆美元的實力

上市公司，主要歸功iPhone手機上市10年暢銷全球，使蘋
果變身企業帝國，富可敵國。日前出爐的季報顯示，蘋果
旗艦手機iPhone X需求不墜、服務事業營收創歷史新高，

iPhone

．此趨勢可望持續，據分析師郭明錤分析，蘋果今
秋可能推出更大尺寸的iPhone X，價格勢必更高，
也將帶動iPhone平均銷售價格和獲利繼續成長。

激勵股價加速上攻。至截稿為止（9/3），蘋果股價227.63
美元，市值已達1.099兆美元。未來成就勢將大過今天的榮
耀，服務、周邊產品、擴增實境（AR）等未來領域，都

服務

．蘋果有很強的服務支援硬體產品，目前業績增速
已超越自訂2020年成長一倍的目標，此外，蘋果
還有擴充服務的遠大計畫，像是建立原創電視節
目，最近還買下一家有「雜誌界Netflix」之譽的公
司，提供各種流行期刊的服務。

周邊
產品

．蘋果的「其他產品」事業，上季營收成長30％。
今年初推出的智慧音箱HomePod，才開起步。有消
費報告說此新產品可望直追亞馬遜早在四年前即
問世的Echo，市占率將達6％。有報導說蘋果也計
劃推動高階耳機。

未來

．蘋果提供擴增實境（AR）開發工具，讓開發者為
iPhone和iPad開發App，替iPhone後的下一個爆炸性
產品立下根基。

可望為蘋果再締新猷。
蘋果營收仍維持表現成長，最主要因素在於服務類型
內容銷售表現成長，其中包含AppleMusic、iTunes內容，
以及iCloud與Apple Care延伸保固服務等產品銷售，相比去

．iPhone或許帶進的營收成長走緩，但獲利持續保持
不墜。拜高價iPhone X所賜，蘋果上季iPhone平均
銷售價格為724美元，可見蘋果擁有保持獲利穩定
成長的絕技。

年約成長31％，而接下來預期將在第三季內推出新機，蘋
果估計2018財年第四季營收將介於600至620億美元。蘋果
最新業績顯示，即使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日漸萎縮，蘋果
仍能找到成長途徑，與陷入困境的對手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逐步邁向飽和，但蘋果仍舊
靠著iPhone X衝高營收，光是本季就佔了iPhone總銷量的

蘋果的市值只有734億美元，如今累積銷售超過14億支，
是蘋果邁向1兆美元市值的重要推手。

25％。
服務事業則是蘋果財報另一大亮點。在iCloud雲端儲

AR取代智慧型手機 開啟下一個十年新時代

存、串流音樂服務訂戶增加下，蘋果逐漸撕掉純靠iPhone

在蘋果眾多未來研發計畫當中，分析師認為擴增實境

成長的硬體廠商標籤，成長愈來愈倚重應用程式商店等軟

（AR）及未來運輸可望成為蘋果下一個舞台。蘋果先前

體和服務事業。Apple Music、iCloud、Apple Pay等服務項

發布AR開發工具組，鼓勵第三方程式開發商發展iOS版AR

目創造了96億美元營收。蘋果的付費訂戶量已超越3億大

應用程式。

關。

根據《彭博社》消息，蘋果預計在2019年研發出AR

此外，Apple Watch、AirPods等穿戴式裝置創造了37.4

頭盔，據傳這款新產品可以完全不須連結手機就能獨立運

億美元營收，因此許多投資者都希望蘋果拿出更多的潛

作，預計最快在2020年就能出貨，蘋果希望這款AR頭盔

力，因為一兆美元絕對不是終點。蘋果今年秋季將推出更

能如同2007年推出的iPhone，在下一個十年開啟完全不同

大尺寸的iPhone X，價格當然也會更貴，只要不會嚇跑客

的新時代。

戶，利潤應該是可以持續增加的；而服務部門在未來也還

蘋果為了更加強自身的AR技術，在2003年收購曾經

有許多成長空間，以創新著稱的蘋果，AR未來的布局也

與微軟合作開發出第一代的Kinect的體感裝置公司Prime

受到外界期待。

Sense，2015到2016年間，也陸續收購包括AR技術新創

分析師GBH分析師 Dan Ives認為，蘋果股價還有很多

Metaio以及影像辨識軟體業者Flyby Media；Facebook旗下

成長的空間。他表示：「1兆美元達陣不是終點，我視此

的Oculus、 微軟的HoloLens頭盔、Google計畫在Android手

為成長和獲利力的新階段。」

機導入AR，都不難看出科技大廠將AR視為未來發展的首

iPhone的出現，改變了人類與科技互動的方式，當年

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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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論是VR、AR裝置都需要搭配頭盔設備才能
使用，但未來AR裝置將如同蘋果所描繪的，完全不需要
透過手機為載體就能使用。若未來AR裝置能將所有零組
件、電池全部縮小到如同手機便於攜帶的穿戴裝置中，取

亞馬遜各業務營收佔比
網路商店
51.4

第三方賣家服務
18.3

代現有的手機螢幕裝置，透過虛實整合搭配頭部動作、

AWS雲端服務
11.5

Siri等智慧語音助理來操作現在所有手機能做的事，是全
新的使用體驗。
根據市場調查機構 IDC 的預測，從今年到2021 年，智

實體服務
8.2

慧型手機每年將以3％ 的速度緩慢成長，但是AR從現在到
2020 年，每年將以198％ 的速度成長；市調機構Tractica也
預計，2022年AR眼鏡市場規模，將從2016年的1.38億美元
增加到197億美元，也預測各大科技廠都將在未來推出AR

零售註冊服務
6.4

其他
4.2
資料來源：彭博

單位：％

硬體產品。
里程碑，卻不是靠購物平台上五花八門的商品，而是亞馬

隱憂與挑戰

遜擅長創造題材，為投資人、顧客和媒體營造刺激感。

紐約時報報導，蘋果的成功高度仰賴中國市場，在美

亞馬遜儘管靠電商發跡，但事業觸角早已不限於電

中貿易戰加溫的背景下，這家全球市值最高企業的成長前

商。亞馬遜零售業務利潤並不高，獲利成長大多歸功於雲

景存在隱憂。蘋果多數產品在中國製造，美國最新加徵的

端及廣告兩大高利潤事業。除此之外，亞馬遜獲利不斷成

關稅恐傷及Apple Watch等部分蘋果裝置，而中國當局為反

長，持續優化的倉庫及資料中心，還有第三方市場也有貢

制美國加徵關稅，也可能拿蘋果在中國的事業開刀。

獻，實體店面營收也逐漸佔有一席之地。
亞馬遜以廣告為主的「其他」事業成長更傲人，上季

未來蘋果仍有許多挑戰，像歐盟認為，Android行動作

營收暴增132％至22億美元，連2季跨越20億美元。亞馬遜

業系統合約有壟斷市場之嫌，才對Google開出了43.4億歐

挾龐大消費者客群與數據資料優勢，進軍市場規模880億

元的罰款，隨著蘋果生態系的擴張，是否也需要擔心壟斷

美元的線上廣告市場，搶食Google、facebook大餅，未來

的問題呢？蘋果、Google、Facebook、亞馬遜、微軟，過

恐對兩強構成威脅。

去被視為科技界的「五惡人」（Frightful Five），主導全

亞馬遜自2007年的營收平均年成長率為27％，高於蘋

球趨勢的發展，同時也侵害大眾的生活，隨著蘋果市值超

果的22％和谷歌的20％。亞馬遜也致力改善為人詬病的獲

超過一兆美元，影響也持續快擴大，能不能將影響力放在

利率低落問題，根據FactSet調查，市場預測亞馬遜的營收

對的地方，也是許多人期望的。此外，華爾街分析師不只

將在2019年度超越蘋果。

一次質疑，蘋果能否能再推出另一個革命性的新產品，市

亞特蘭大Synovus Trust投資組合經理Daniel Morgan

值一兆美元絕對是指標性的里程碑，但絕對不會是蘋果的

說：「亞馬遜比蘋果更有活力，因為iPhone已成熟。亞

終點。

馬遜的雲端運算服務等業務則是蘋果缺乏的額外成長動
力。」

亞馬遜擅長創造題材
《紐約時報》分析，蘋果市值能突破一兆美元，是因
為消費者願意花大錢買它高貴的產品。亞馬遜能達成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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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兆美元是什麼感覺?
一兆美元約為全美四大銀行的市值總和：美國銀行

（3,121億）、花旗銀行（1,810億）、摩根大通（3,938

司的市值總和還要多。這也凸顯出，在規模日益重要的當

億）、富國銀行（2,809億）；比全美媒體業的整體市

今股市中，科技公司有多強勢。

值9,560億（包括Netflix、迪士尼、新聞媒體、電視頻道
等）還要多。也大於石油業者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消費品業者寶鹼公司（Procter & Gamble）和電
信業者AT&T等三大企業的總和。

五家公司比其他282家公司的市值總和還要多
貝特尼克在推文中指出，標普500指數前五大成分股
公司 — 蘋果、亞馬遜、Alphabet、微軟和臉書 — 五家公

自蘋果於1980年上市以來，股價已上漲超過500倍，

司合計的市值達到4.095兆美元，相形之下，位居標普500

令標準普爾500指數在這將近40年間的20倍漲幅大為失

指數後段班的282家公司，市值統統加起來也不過4.092兆

色。

美元左右。
比例如此懸殊，或許讓人看得目瞪口呆。但貝特尼克

什麼叫科技業巨無霸？看一眼這張圖便明白

表示，股市市值集中化是正常現象，歷史上也有前例可

在市值升至一兆美元的過程中，蘋果引領了科技的繁

循。例如AT&T和通用汽車（GM）1965年事業登峰造極

榮，讓一些公司巨頭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以及投資組合的

時，在標普500市值的占比就達到14.5％。不同的是，如今

核心。蘋果、亞馬遜公司（Amazon.com Inc., AMZN）、

市場大咖清一色是科技公司。

谷歌（Google）母公司Alphabet Inc. （GOOG）、微軟

貝特尼克在最近一篇部落格文章中寫道：「過去五年

（Microsoft Co., MSFT）和Facebook Inc. （FB）這五家市

來漲勢非凡，臉書、蘋果、亞馬遜、微軟和 Google市值從

值排名最前列的公司都是科技和互聯網企業，這種行業主

1.2兆美元躍增至將近4兆美元。」目前，這五家公司合計

導局面在近些年的市場中實屬罕見。

的市值已跨越4兆美元大關。

Ritholtz財富管理公司研究部主管貝特尼克（Michael

科技巨無霸近幾年市值擴增速度飛快，已有人擔心

Batnick）在推特（Twitter）貼出這張派型圖，從中可看

1990年代末期美國科技股泡沫爆破的慘況再現。但貝特尼

出，這五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值加起來，比其他282家公

克認為這是多慮了，主要差別是當今科技股有強健的基本
面支撐，漲得有理。他
說：「這五大巨頭過去
五年來賺了將近0.5兆美
元，目前股價約是盈餘的
37倍和營收的5.5倍。」
相較下，20年前，科
技股價位顯然膨脹過度
。當時，四大科技巨頭—
英特爾、思科、微軟和
甲骨文（Oracle） — 股
價約是盈餘的100倍和營
收的26倍。貝特尼克說：
「我擔心1999年的歷史重
演嗎？不特別擔心。」 華

▲五大科技巨無霸的市值加起來，約相當於其他282家公司的總和。（圖片來源：MarketWatch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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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收購媒體
蔚為風潮
雲端軟體開發商Salesforce執行長班紐夫（Marc Benioff）斥資1.9億美元買下《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這使矽谷科技大亨收購媒體再添一例，近來接手新聞業的富豪包括貝佐斯、賈
伯斯遺孀蘿琳、黃馨祥等。
端企業老闆買下媒體又一樁!美國雲端軟體巨擘

雲

他雜誌的打算。班紐夫受訪指出：「我們要投資的是對世

Salesforce.com共同創辦人班紐夫（Marc Benioff）

界有巨大影響力且實力非凡的公司，《時代雜誌》正是我

夫婦9月中旬以1.9億美元的價碼買下美國《時代雜誌》

們找尋的目標。」

（Time）。這是這本雜誌不到8個月二度轉手易主。
美國出版商梅雷迪思公司（Meredith Corp.）去年宣布

《時代雜誌》代表美國精神

斥資28億美元收購《時代雜誌》母公司時代公司（Time

《時代雜誌》（Time）不只代表了美國精神，更是世

Inc），今年1月底完成交易。Meredith表示，該公司打算

界重要事件的記錄者。蔣中正、毛澤東、王建民、達賴喇

專注於以美國女性為主的讀者群，因而拆售時代公司中

嘛、賈伯斯、歐巴馬都曾是封面人物（儘管可能不同版

與女性議題關聯性較低的媒體，除了《時代雜誌》之外，

本）。曾經，登上《時代雜誌》幾乎等同於在美國人心中

《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財星》（Fortune）

留下了深厚的印象。

與《MONEY》也都會找到新的主人。

創立於1922年的時代公司（Time Inc.）旗下擁有逾100
個雜誌品牌，包括《時代雜誌》（Time）、《時人雜誌》

投資對世界有巨大影響力且實力非凡公司
班紐夫夫婦係以個人名義收購《時代雜誌》，與
Salesforce.com無關，這樁交易預計30天內完成。班紐夫夫

（People）與《財星》（Fortune）等知名雜誌。Meredith在
去年12月以28億美元買下時代公司，一躍成為美國最大的
雜誌集團。

婦強調入主《時代雜誌》後，不會介入日常運作，也不干

《時代雜誌》提供印刷及網路內容，全球有超過1億

預編輯台新聞決策，此外他們家族亦無向梅雷迪思收購其

的讀者，在社交網站的粉絲數量也超過4,000萬名，出版
《時代百大人物》（ TIME 100 Most Inﬂuential People）、
《時代年度風雲人物》（Person of the Year）與《時代年度
最佳發明》（ Best Inventions）等知名主題。
這家發行歷史逾90年的老牌雜誌擁有廣大讀者群，
影音業務也持續茁壯，班紐夫伉儷對《時代》的發展前
景相當樂觀。班紐夫的妻子琳恩（Lynne Benioff）表示：
「《時代》的優勢在於它獨一無二訴說人物故事的能力，
不僅打動人心，也將我們每個人連結在一起。」
《時代雜誌》還在時代公司旗下時，就尋求大砍紙本
發行量以節省成本，轉而開發數位商機。據稽核媒體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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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M）資料，截至今年上半，《時代雜誌》發行量從
去年同期的300萬本縮減為230萬本。
但與此同時，《時代雜誌》積極拓展數位版圖。市調
機構comScore數據顯示，今年7月該雜誌的線上不重複訪
客數，由2015年7月的近2,740萬成長至3,170萬。

科技人收購傳統媒體 屢見不鮮
科技人收購傳統媒體並不是新鮮事。2013年，電商
巨擘亞馬遜（Amazon）執行長貝佐斯（Jeff Bezos）花了
2.5億美元收購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蘋果
創辦人賈伯斯（Jobs）遺孀（Laurene Powell Jobs），以個
人旗下組織 Emerson Collective 買下《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多數股權。加州華裔生技富豪黃馨祥今年稍早投
入5億美元買下《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以及
《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San Diego Union-Tribune） 等
加州報紙。這些科技大亨收購媒體後，皆表明將不會插手
新聞部營運，主要著重於產品面的改革。
班紐夫預料也會採取類似策略。他發表聲明指出，買
下時代雜誌是家族投資策略，與Salesforce無關，他強調：

▲加州華裔生技富豪黃馨祥今年稍早投入5億美元買下《洛杉磯時報》
以及《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等加州報紙。這些科技大亨收購媒體後，
皆表明將不會插手新聞部營運，主要著重於產品面的改革。

「Lynne（班紐夫之妻）和我不會干涉時代雜誌的營運，
我們只是擔任這個兼具歷史性與代表性品牌的管家」。

科技人期望「矽谷力量」能讓媒體脫胎換骨

貝佐斯當年收購華郵，震撼全球媒體業，他強調華郵

在紙本販售連帶紙本廣告利潤不斷下滑的情況下，許

採取的策略原則與亞馬遜一致，就是客戶為尊、創新、耐

多人認為應該要搭上世界的運轉速度，提供更多即時新聞

心，貝佐斯並且成功改造華郵的內容處理系統。

以應付資訊爆炸的現代。

以生技和製藥業致富的黃馨祥曾強調自己對報紙的熱

而《時代雜誌》也回應更多網路化的操作，特別是

愛，眼見當前假新聞、騙取點擊新聞充斥，打擊媒體業的

影音業務部分已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儘管總編輯

癌症是他買下《洛杉磯時報》及《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

Edward Felsenthal 說，「我們的轉型已經讓《時代雜誌》

的原因之一。

遠遠超過一本週刊雜誌，而且利潤也相當穩定。」

2014 年《富比士》宣布同意出售多數股權，華碩電腦

《時代雜誌》的轉型，並沒有太多的驚喜與科技元素

共同創辦人謝偉琦與數名亞洲投資者成立的本匯鯨媒體投

在其中，Marc Benioff 在不干涉每日營運的情況下，《時

資公司（Integrated Whale Media Investments）接手。

代雜誌》似乎也只會穩穩地做下去。

臉書的共同創辦人，Chris Hughes 也曾在 2012 年收購

科技大亨買媒體，沒有人想要單純的「操控」言論，

老牌政治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身兼最

而是相信自己的「矽谷力量」、「創業精神」之類的能

大股東、發行人與總編輯，當時大家十分期待狂野的矽

力能夠讓媒體脫胎換骨。而媒體人在不被干涉新聞自由之

谷精神能夠翻新政治雜誌的老靈魂。不過在 2016 年 Chris

下也相當期待，畢竟要是能搭上科技的順風車，似乎也不

Hughes 就宣布不堪虧損將《新共和》出售。

壞。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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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請自重
近年來，過度的旅遊觀光人潮及開發，造成當地生態環境以及生活品質嚴重的干擾。因此，各
地紛紛推出如觀光稅、旅遊稅等措施，或是設置糾察隊等方法，以降低觀光業對當地生活所造成的
影響。
光客的增加，造成當地生態的影響。因此，紐西蘭

觀

依據紐國政府公布的計畫，觀光稅金額從25至35紐

宣布，將自2019年年中開始，對澳洲民眾以外的外

元（23至34美元）不等，外國觀光客申請簽證時就要繳

國遊客開徵「觀光稅」；而夏威夷州長伊藝大衛（David

交這筆稅，如果是申請新式電子簽證（ETA），還須額

Ige）也簽署新法，自2021年起禁止販售含有二苯甲酮或桂

外繳約9美元的處理費。紐西蘭政府規定，澳洲公民和永

皮酸鹽（Octinoxate）的防曬油，以免傷害珊瑚礁，破壞當

久居民不需要繳觀光稅，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地生態系統。

Forum）的國家、未滿2歲的兒童以及到紐西蘭出差洽公者

此外，越來越多旅遊勝地都因過多遊客湧入或是觀光
客不文明的行為，導致當地民眾深受其擾，進而發起「在
觀光區居民的需求和發展蓬勃的觀光業之中取得平衡」為
目的的抗議行動。

也不須繳觀光稅。紐西蘭主要的觀光客源除了來自澳洲以
外，中國、美國及英國也是大宗。
紐西蘭人口約450萬，過去四年的觀光業以驚人的速
度成長，據紐國政府統計，到今年4月為止的這12個月期
間，觀光客比三年前躍增近30％，達到380萬人次，對當

護生態，紐西蘭明年開徵「觀光稅」
紐西蘭宣布，將自2019年年中開始，對澳洲民眾以外
的外國遊客開徵「觀光稅」，每人最高34美元，預估每年
能為政府帶來約4,000萬至5,600萬美元的額外收入，將用

地經濟貢獻良多。但紐西蘭的觀光基礎設施也因此不敷使
用，而且原先安靜祥和的自然環境，如今都擠滿了人，垃
圾也隨之四處可見，讓當地居民群起抗議。
不過也有觀光團體擔心，新規定可能會使觀光客卻

於增建觀光基礎設施和保護生態環境。

步，改往其他不需如此繁瑣申請程序的國家。紐西蘭各界

▼紐西蘭宣布，將自2019年年中開始，對澳洲民眾以外的外國遊客開徵

早已為觀光業的發展意見分歧，觀光業發達有助帶動經

「觀光稅」，每人最高34美元。

濟，但也對環境及基礎設施帶來壓力，課觀光稅的新政策
或有助解決此爭議。

保護珊瑚礁 夏威夷2021年起限防曬油
美國的夏威夷州長伊藝大衛（David Ige）簽署新
法，從2021年起禁止販售含有二苯甲酮或桂皮酸鹽
（Octinoxate）的防曬油，因有科學研究指出這兩種化學成
分會傷害珊瑚礁，破壞當地生態系統，市面7成防曬油均
在禁售之列。
伊藝說：「這只是保護和修復夏威夷珊瑚礁的一小
步。」強調未來將採取其他措施，像是對抗具有侵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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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種、污水污染和全球暖化等，來保護每年為夏威夷
帶來1720億美元商機的珊瑚礁。

各國近年對抗過度旅遊的措施
日期

事 件

國際珊瑚礁倡議協會今年指出，防曬油某些化學物質

2017年1月

．西班牙巴塞隆納立法限制旅遊業發展

會讓珊瑚幼蟲停止游泳、變形，最後死掉，尤其二苯甲酮

2017年5月

．非洲波札那開徵30美元旅遊稅

2017年6月

．祕魯馬丘比丘要求白天造訪的遊客須買票

2017年8月

．克羅埃西亞杜布尼克宣布將大幅減少遊客數量

2017年10月

．西班牙巴利亞利群島宣布計劃在觀光旺季提高
旅遊稅率一倍

2018年2月

．泰國關閉瑪雅灣三個月

2018年4月

．菲律賓關閉長灘島半年

2018年5月

．荷蘭阿姆斯特丹提高旅遊稅率至7％，並減少
啤酒自行車等趣遊行程
．義大利威尼斯禁止新設外帶速食攤販

2018年6月

．紐西蘭宣布自2019年中開始，對國際遊客開徵
「觀光稅」

（Oxybenzone）會打亂珊瑚蟲的內分泌，造成幼蟲提早骨
骼化，無力適應海水升溫，珊瑚開始白化後更容易生病，
最後死亡。
2016年研究發現，夏威夷州和美屬維京群島沿海二苯
甲酮濃度較高，足以對珊瑚造成傷害。夏威夷不僅是全
美首個禁售這兩種化學成分防曬油的州，同時也是全球首
例。2021年起只有持有醫師處方箋的病人，才能在當地藥
局買到這兩種防曬油，遊客則可從外地帶到夏威夷使用。
專家建議改買含有鋅、鈦等成分的礦物性防曬油，不

威尼斯當局為了取締不守規矩的觀光客，找來15名糾

僅對環境友善，對人體也比較好。或者撐傘、穿衣服遮

察隊員制止觀光客的無禮行為，包括赤裸上身或穿著泳裝

陽，避免曬傷。

在街上逛，在運河裡戲水或尿尿，喝醉後跳下里亞托橋，
亂餵鴿子、亂丟垃圾或一群人堵在橋上妨礙通行等。糾察

勸阻觀光客不文明行為 威尼斯設糾察隊

隊員迪奧普指出：「坐在聖馬可廣場旁的階梯上是大忌，

每天有6萬名觀光客造訪的義大利水都威尼斯，人滿

坐在階梯上吃東西更是不可以。」 威尼斯觀光局長馬爾

為患的聖馬可廣場出現一批穿著白色背心的糾察隊「禮節

說：「重點是要尊重威尼斯，若你去新加坡亂丟菸蒂就會

天使」，專門勸告觀光客不要坐在廣場階梯上吃東西，或

被抓起來，我們不想做到那種程度，但還是希望觀光客遵

效法美國文豪亨利詹姆斯把腳泡在運河裡等不文明行為，

守這裡的規矩。」 威尼斯近年遊客爆多，讓當地居民不堪

盼能終結亂象，改善當地生活品質。

其擾，尤其郵輪一靠岸就有數千人上岸，原本就狹窄的街

穿著「享受尊重威尼斯」背心的糾察隊員迪奧普，勸
阻觀光客不要坐在階梯上吃東西。

道顯得更加水洩不通，威尼斯每年約有一千居民遷出，如
今僅剩5.4萬居民，比戰後人口足足少了12萬。 華

第三十九期∣2018∣華商世界

51

Variety

世界萬象

周休三日
提高績效與幸福指數
在日本，「週休三日」的公司已在十年內增加了三倍，Uniqlo和日本yahoo都已經開始實施。英
國一名主廚在今年年初也宣佈自己的餐廳「每週只營業四天」。除了希望員工不要因工作過勞，也
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享受人生。
日本，有越來越多企業加入「周休3日」行列，根

在

氣低迷下的產物，以強迫減工時來減薪的過渡政策，而是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調查，設有每週休息3天以上制

期望給予員工多樣的工作型態，依個人需求調整工作時間

度企業的比例，在2015年已佔整體的8％，是10年前的3

的制度。

倍。
在九州經營看護設施的內山控股宣布，啟用周休3日

德國每週工作4天，仍能獲得16天以上的年假

制度，工時從「1天8小時、1周5天」變成「1天10小時、1

被視為工作具有高效率的德國，勞工所獲得的休假保

周4天」，合計工時仍然維持每週40小時不變。主要是因

障更是令人稱羨，即使每週僅工作4天，仍能獲得至少16

為，外界認為看護及育兒的工作辛苦，相關行業人手十分

天起跳的年假。

短缺，希望藉此吸引更多人從事看護工作並留住人才。

根據《德國之音》報導，德國勞工的年假受《聯邦休

此外，包括碾米機大廠Satake計畫在2017年夏季引進

假法》保障，如果德國人在每週需工作6天的企業上班，

周休3日制，力爭將每週的工時較目前削減20％，變成32

最低可享24天年假；如果每週工作5天，則有20天年假；

小時。該公司表示，將削減不必要的會議與文件往返、製

每週工作4天，也有16天年假。上述只是國家設定的最低

作資料等工作，可望提升工作效率。減少工時後，將鼓勵

門檻，德國企業通常都會提供比這些標準更優渥的福利，

員工進修，自我充實。

一年有30天年假非常常見。此外，德國另有15天的國定假

2016年9月，雅虎日本公司（YAHOO！JAPAN）社長

日，全國放假的國定假日則有9天。

宮坂學已向旗下員工表示，該公司考慮實施周休3日，這
個制度將適用於全體5800名員工。軟體銀行（SoftBank）

中國2030年推周休3日

旗下的雅虎日本初期將先讓員工自由選擇每周哪2天休

中國社科院提出《休閒綠皮書》建議，中國應於2030

假，不限周六和周日，該公司打算在數年內逐步落實周休

年實施「周休三日」，將每週工時從40小時調降到36小

3日，但尚未就新制度下的員工薪資作出決定。雅虎日本

時，每周工作天數從5日調為4日，而每日工作時數則調升

研究實施周休3日是為了招攬優秀人才，並避免員工為了

至9小時；屆時，中國當局就能取消每年前後挪動的黃金

照顧年邁雙親而辭職。目前雅虎日本的員工平均年齡為35

周與長假制度，讓民眾自行運用假期。

歲，相對年輕，但未來需要照顧家人的員工預料將增加。

這份《休閒綠皮書：2017∼2018年中國休閒發展報

其實在2015年，日本平價服飾「UNIQLO」（優衣

告》，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社科院旅遊研究中

庫）就宣布，為了留住人才，該年10月起將讓1萬名正職

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出版。報告指出，隨著中國

員工「周休三日」，方便他們在家帶小孩或照顧父母。

經濟邁入新時代，居民的休閒意識逐漸提升；但是國民平

在《日本企業的留才新招：周休三日、彈性上班，不
讓員工再過勞！》一文中指出，所謂的周休三日，不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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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提升的同時，工作時數卻逐漸壓縮到休閒時間。
報告指出，中國民眾的年假不夠，導致出遊時間過度

集中在黃金周、「十一長假」等國定假日；以2016年的國

奇蹟，龍應台的「野火集」再版164刷，創下台灣書市紀

定假日為例，這29天的旅遊人數就佔了全年度的32％，而

錄，都是「圓神出版社」的代表作。雖然可以周休三日，

旅遊收入更佔了全年度的4成。

但碰到國際書展，假日也得上班，但從員工的神情不難看

對於中國休假制度，報告提出中長期的改革方案。綠

出，真的樂在工作，也讓其他上班族好羨慕。

皮書建議，2020至2025年間，政府應該延長春節到8天，
增加元宵節，並落實年假制度；同時，在東部地區某些國
有大中型企業中，進行周休3天的4天36小時工作制。

健康風險與勞動效率低下
過勞所引發的健康問題，不僅只侷限於心血管疾病的

報告建議，2025年開始，政府應於東中部地區的某些

高風險。研究指出：過長工時，使得勞動者更容易沉溺

行業試行4天工作制；2030年後，政府可在全國區域實施

於過量酒精或藥物的使用，徒增社會福利與醫療體系的負

「周休三日」制度，並在全面落實年假制度下，不用為了

擔。而勞動者本身絕非其中唯一的受害者。

周末特別調整長假等國定假日，讓民眾自行靈活運用休閒
時間。

根據英國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的估算，這些與過勞相關的健康風險，使得英

據了解，中國於1995年就實施周休二日制，規定每日

國每年蒙受逾五十億英鎊的損失。對雇主而言，雇員或因

工時為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而所謂的周休三日制，

這些健康因素請假，或因過長工時造成勞動效率低下，總

就是每周休假3天、每周工時36小時，而每日工時則是9小

體而論，實際的有效工時或許不如預期。

時。

另一方面，工時減量亦將促使工時的再分配，將過剩
的勞動人力重新導回勞動市場。假設在工作量不變的前提

圓神出版社 台灣第一家周休三日企業

下，每人較少的工時，勢必增加聘雇人數。使得原有的勞

其實在台灣知名的「圓神出版社」，是台灣第一家實

動人口能獲得充分休息，而原先的失業人口重新回到工作

施「週休三日」的公司，自2013年起就一個禮拜只要上班

崗位上。降低失業率的同時，亦避免某些社會問題，尤其

4天。

在機械自動化與人工智能已勢不可擋，而終將取代部分職

「秘密」這本暢銷書創下台灣單冊書賣百萬本的銷售

位的當下。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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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最安全也最怕輸
新加坡被評選為10個全球最安全旅遊地區之首，但「怕輸」最能貼切形容新加坡普遍的社會價
值觀。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中

美

心（Gallup）的2018全球法律秩序報告，評選10個

丹麥、斯洛維尼亞、盧森堡、奧地利、中國、荷蘭與
埃及則以88分並列第10。

全球最安全旅遊地區。新加坡擠下挪威、冰島和芬蘭拔得
頭籌。

新加坡最普遍社會價值觀是「怕輸」

這份報告的評比標準，是根據142國公民對當地治安

根據新加坡最新出爐2018年度社會價值觀調查，新加

的信心程度、獨自漫步街頭的安全感和個人經歷犯罪事

坡由於地小人稠，競爭激烈，「怕輸」一詞不僅根深柢固

件。蓋洛普訪問了14萬8000多人，受訪者年齡都在15歲以

深植人心，並再蟬聯最能貼切形容新加坡普遍社會價值觀

上，接著匯整出這份報告，盼能因應官方數據與個人體驗

的榜首。

與感受不符的情況。

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AAdvantage公布最新調查，要求

以低犯罪率聞名的新加坡獲得97分，名列第一。挪

2000名受訪的新加坡人從100多個詞彙中，選擇10個最能

威、冰島和芬蘭3個北歐國家以93分並列第2，拜大量自然

貼切形容新加坡社會當前狀況，進一步了解新加坡人如何

空間和對環境友善的城市所賜，這些國家是生活品質排行

看待自己、社會與職場態度。

榜的常勝軍。

根據今年調查結果，「怕輸」是新加坡人最多挑選的

烏茲別克和香港以91分並列第5。中亞國家烏茲別克

社會價值觀，其他依序是「投訴」、「競爭」、「物質主

曾是古絲路的一部分，景色秀麗無庸置疑，但通常不以安

義」、「教育機會」、「指責」、「怕死」、「以自我為

全性見長。克里夫頓懷疑，在集權政府統治之下，可能影

中心」、「照顧年長者」、「高效率醫療體制」。

響調查準確度。
蓋洛普全球管理合夥人克里夫頓（Jon Clifton）說：
「在某些危險地區，遭搶劫或侵犯的受害者往往不敢報
案，因此官方數據可能無法如實反映社會安全情勢。」

值得注意的是，「怕輸」還曾在2012年、2015年，以
及今年，共3次蟬聯新加坡最普遍的社會價值觀榜首。
據了解，新加坡面積不大，人口稠密，這也導致身為
東南亞樞紐位置的新加坡工作競爭激烈。新加坡父母多

並列第7的是獲得90分的瑞士和加拿大。東南亞國家

半不希望小孩輸在教育的起跑點上，大多數學生從幼稚園

印尼以89分排名第9，儘管過去20年曾發生數起致命恐

階段不僅開始學習各項才藝等課程，小學與中學生更面臨

攻，印尼公民仍對國內治安相當肯定。不同國家的居民對

嚴格考試制度競爭。工作機會有限，大多數學子必須搶進

安全和保障有著不同的期望，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大學窄門與良好科系，以利畢業在就業市場中領取不錯薪
水，並占有一席之地。
這項調查結果反映新加坡的普遍社會價值觀，「怕
輸」看似負面，卻也代表大多數新加坡人在競爭激烈的社
會積極奮鬥努力的實質意涵，讓新加坡能在東南亞國家中
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小紅點。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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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祭出禁購令
外國人不得購成屋
曾被譽為「地球最後淨土」的紐西蘭，近年房價不斷飆升，紐西蘭政府為了打房，通過「海外
投資修正法案」，規定只有國民可以在當地購屋，海外投資客不得購買現有房屋。
西蘭過去執行自由的移民政策，對外國人購買房地

紐

英、澳、加 皆已實施

產方面並無嚴格的監管立場。因此，吸引了亞洲的

通過實施這項舉措，紐西蘭加入了英國、澳大利亞、

億萬富豪、好萊塢製片人和科技行業企業家。如今，為了

加拿大等國家的行列；這些國家都在試圖應對居民買不起

給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推出了禁止外國人購買成屋的

住房的危機，這已經成為了一個熱點政治問題。更嚴格的

法案。

貸款規則、印花稅、對空置投資物業徵稅等手段都成為全
球監管機構和議員用來遏制失控房價的工具。

澳大利亞籍及新加坡籍人士可享豁免

紐西蘭經發部長大衛派克表示：「如果你有永久居留

新法允許外國人購買大型住宅區的新建公寓，但將成

權就有權利在這買屋，否則就沒有權利，那叫做特權。」

屋及現有公寓和農場劃分為「敏感資產」，要求海外投資

反對黨議員茱蒂柯林斯則說：「這是沒有原則的法案，它

辦公室（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予以審查。一名高級

是試圖諷刺性地責怪外國買家，尤其是可能來自中國的買

政府官員稱，幾乎大多數情形下都不會批准。相關法律不

家。」

會溯及既往，且澳大利亞籍人士及新加坡籍人士可享有豁
免。
會做出嚴格限制是因為民怨高漲，在外國的投資客，

陸客海外炒房，炒到當地人買不起，其實過去已有不
少先例，只是攪亂紐西蘭的一池春水後，讓紐西蘭國內也
出現了分歧。 華

尤其是中國大陸資金與個體戶也看
中紐西蘭獨特的魅力，大舉進攻
紐西蘭房市後，讓本地人反而買不
起，紐西蘭出現大批遊民，比例在
開發國家中飆到前端。紐西蘭經發
部長大衛派克說：「紐西蘭房市應
該由紐西蘭買家來決定，而非來自
國際價格的壓力。」
紐西蘭議會批准了這項新
限制，兌現了該國總理阿德恩
（Jacinda Ardern）所在的工黨曾經
許下的一個承諾；該承諾幫助工黨
在去年贏得了大選，工黨的競選綱
領是反對不平等，改善無家可歸者
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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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旗Espresso故鄉
義大利首家星巴克落腳米蘭
世界上最美麗的星巴克門市，落腳義大利米蘭。星巴克能否突圍被當地獨立咖啡館包夾的壓
力，還需要時間來證明。
1971年成立的連鎖咖啡星巴克（Starbucks），在全

於

設典藏咖啡店，2019年再於芝加哥和東京設店。

球78個國家開設超過2萬5000家門市，9月初，首度

星巴克也計畫年底前在米蘭開設一般咖啡門市。強生

揮軍Espresso咖啡的原鄉義大利，星巴克全球第3家典藏咖

表示首批傳統門市已選定據點，但他婉拒透露米蘭典藏咖

啡店Starbucks Reserve Roastery在米蘭開張，成為「世界上

啡店的開設成本，或是將在米蘭設立幾家傳統門市。

最美麗的星巴克門市」。

飲料市場全球競爭強
世界上最美麗的星巴克門市

飲料市場是全球目前幾個快速增長的領域，且敵手越

星巴克的米蘭典藏咖啡店位在科杜西奧廣場（Piazza

來越多，雀巢入主藍瓶咖啡、可口可樂計畫買下世界第二

Cordusio）的一棟19世紀古建築中，前身為百年郵政總

大咖啡連鎖 Costa，還有另一個飲料集團 JAB 在今年五月

局。有別於星巴克一般門市，米蘭咖啡店強調消費者體

搶下了英國的 Pret A Manger。

驗，占地2.5萬平方英尺，販售的商品也與一般門市不同。

義大利咖啡文化深厚，義式濃縮咖啡（espresso）更是

店內設備豪華，包含工業規模的咖啡豆焙燒爐、大理石櫃

中流砥柱，根據義大利餐飲公會（FIPE），義大利人一年

檯和黃銅雕刻，搭配華麗的拼貼地磚。為配合義大利消費

喝下60億杯。這家星巴克主要鎖定年齡介於18歲至34歲之

者飲用咖啡的習慣，米蘭門市不賣星冰樂或咖啡調製飲

間的Y世代，對於咖啡之都義大利，幾乎人人家裡都有摩

料，而以濃縮咖啡、冰淇淋和披薩為主。為了讓挑嘴的義

卡壺的咖啡文化相當具有挑戰性。

大利人也埋單，星巴克和知名披薩店Princi合作，在店內
蓋了柴燒烤窯，供應熱騰騰的現烤披薩。

美國市場研究公司NPD集團（NPD Group Inc.）市場
分析師費蓋拉（Matteo Figura）表示，星巴克現在進軍義
大利正是時候。他說：「目前，連鎖店僅占義大利餐飲業

星巴克帶著謙遜和尊敬到達義大利
星巴克執行長強生（Kevin Johnson）表示：「我們對

的20％，其餘為獨立店面。但連鎖店正在快速擴張，一年
成長速度超過4％。」

義大利咖啡文化懷抱著敬意，來這裏開設典藏咖啡店。」

英敏特（Mintel）市場分析公司分析師佛賽（Jonny

6月卸下星巴克執行董事長，現為榮譽董事長的蕭茲

Forsyth）表示，星巴克在義大利有可能成功，畢竟達美樂

（Howard Schultz）35年前造訪米蘭，啟發他設立體驗店的

披薩和麥當勞都已經進駐義大利。根據英敏特的研究，

構想，並與多位當地夥伴合作。蕭茲去年宣布星巴克擬進

去年義大利的咖啡市場價值大約為 194億歐元，年齡介於

軍義大利時表示：「我們不是來這裡教義大利人如何煮咖

16-35歲之間的義大利人對美國來的咖啡抱持開放的態度，

啡，星巴克帶著謙遜和尊敬，向他們展示我們所學。」

像是調味星冰樂和冷萃咖啡都是義大利少見的咖啡種類。

星巴克另外2家典藏咖啡店位在西雅圖和上海，上海

米蘭星巴克不只被當地獨立咖啡館包夾，義大利連鎖

店（星巴克臻選上海烘培工坊）占地將近3萬平方英尺，

咖啡館Lavazza和Illy在不遠處都設有旗艦店，星巴克能否

為全球最大的星巴克咖啡店。今年稍晚星巴克將在紐約開

突圍還需要時間來證明。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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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濃度飆升
農作物營養價值降低
氣候變遷將導致人類營養危機。在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環境中成長的農作物，其中的蛋白質、鋅
和鐵較少，營養價值較低。到本世紀中以前，將有逾上億人面臨鋅和蛋白質不足的營養問題。
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團隊以聯合國糧農組

美

顯示，目前全球有約20億人營養不良。另有研究指出，印

織的資料為準，觀察全球151個國家、225種食物供

度及南亞、東南亞、非洲和中東等地將嚴重受碳排放影

應。發現如果二氧化碳濃度持續增加，從食物攝取的養分

響。

就會減少，以北非、南亞、東南亞、中東和非洲撒哈拉沙

其中一名研究作者史密斯（Matthew Smith）表示，他

漠以南地區的國家最容易受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收入與

們的研究發現，二氧化碳與全球暖化，除了會透過旱澇等

營養品質有關，越貧窮的國家就越容易受影響。

極端天氣破壞作物生產，還會對人類飲食造成難以察覺的

目前二氧化碳（CO2）濃度為約400ppm，報告指出，
若然濃度上升至550ppm，露天農地種植的某些作物中的蛋
白質、鐵、鋅等成分含量將下降3％至17％。

直接衝擊。
受到了使用化石燃料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全球二氧化
碳排放量已創下紀錄新高，而這也是導致全球均溫上升的
主因。為了避免毀滅性後果，各國正試圖抑制全球暖化，

二氧化碳濃度飆高 將造成生病與早死風險提高
研究發現，如果2050年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達到
550ppm，全球約有1.75億人會有鋅不足的問題，1.22億人
會出現蛋白質攝取不足的問題。此外，約有14億婦女及5

將近兩百個國家已於兩年前在巴黎（Paris）達成減排協
議。 華
▼隨著二氧化碳濃度上升，使農作物生長得更快，產生更少的微量元
素，會導致農作物的營養含量減少。

歲以下的嬰孩恐出現缺鐵的問題。人類若缺乏鋅可能會弱
化免疫系統，孩童受害尤甚，而且更容易罹患與死於瘧疾
和呼吸道感染。缺乏鐵則會導致胎兒與新生兒死亡率增
加，以及降低認知能力。若是缺乏蛋白質，則會造成發育
遲緩和出生體重過輕等等問題。這些不足將造成生病與早
死風險提高，而這一切全都跟碳排放有關。

全球最貧窮區正是食物營養素減少風險最高處
研究提出解釋指出，隨著二氧化碳濃度上升，使農作
物生長得更快，產生更少的微量元素，會導致農作物的營
養含量減少。到了本世紀中，食物營養素減少風險最高的
區域，正好是全球最貧窮的地方，包括印度、非洲、中東
與東南亞。這些地區仰賴小麥與稻米等，最受碳排放影響
的作物。
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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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多喝水
含糖飲料易傷身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一瓶汽水約有8.5茶匙的糖、能量飲料甚至高達10茶匙的糖，民眾吃糖
過量會帶來蛀牙、肥胖及相關疾病風險。
多人常不知不覺吃進過多的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許

（WHO）調查，一瓶汽水約有8.5粒方糖、能量飲

料甚至高達10粒方糖，提醒過量吃糖會帶來蛀牙、肥胖及

一罐橙汁汽水＝8.5顆方糖
註：以330ml計算
比可樂更高糖

相關疾病風險。
歐洲重視糖害議題，法國、英國政府都對含糖飲料開

橙汁汽水

汽水

可樂

徵糖稅，荷蘭政府則是研擬對無糖飲料要取消或降低貨物
稅，用意都是在鼓勵民眾少喝高糖飲料。
許多人知道糖多食無益，卻常常不知不覺攝取過量的

8.5顆方糖

8顆方糖

6.5顆方糖

糖，世界衛生組織（WHO）2016年曾發布一篇建議「聰
明多喝水」（Be smart drink water）的報告，提到人們往往

要更健康則應降至每天6茶匙，以這樣的標準衡量，飲用

覺得果汁比較健康，但有些果汁所含的糖量卻相當高，民

市面上的含糖飲料很容易超標。

眾應該多注意。

WHO認為，含糖飲料提供不必要的熱量，碳酸飲料
也對健康無益，還會導致蛀牙及肥胖等相關疾病風險，建

330毫升能量飲料 含糖10茶匙

議應該減少飲用。

WHO在這篇報告中公布各種飲料的含糖量，以同樣
330毫升容量飲品區分，冰茶含糖量達5.5茶匙、普通可樂
約6.5茶匙（34克糖）、加味乳酸飲料7茶匙、橙汁汽水8.5
茶匙（43克糖）、果汁9.5粒方糖、能量飲料10粒方糖。
一瓶330毫升果汁所含的9.5茶匙糖量，已經逼近成年
人每天建議攝入量的上限12茶匙，而WHO建議成年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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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成人每日應攝取多少糖？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5年建議公眾從飲食獲得的熱量
中，來自糖分的熱量應該少於 5％ ，意味著以二千卡路里
計，成年人每日吸收糖份應少於25克，即6茶匙或約5粒方
糖以下。 華

太鹹不行！
法國有意對過鹹食品課稅
法國自2013年起對含糖飲料課稅，促使食品業者在配方中減糖，以維護國民健康；但對健康有
害的不只是過量的糖，國民議會委員會準備提出建議，有意對太鹹的食品課稅。
在中世紀，法國皇室就曾課徵鹽稅，當時鹽的買賣

早

法國於2013年開徵汽水稅（taxe soda），針對含糖飲

由皇室壟斷，平民一次只能少量購買。這種鹽稅在

料課稅，是為了阻止人民攝取過量的糖分，導致肥胖、齲

數百年間數度廢除與復徵，最後於1945年永久廢除。但法

齒、糖尿病等疾病。最初實施的是每100公升飲料稅為7.53

國國民議會委員會建議課徵的鹽稅並非指鹽本身，而是基

歐元，後來進一步採漸進式稅率，飲料中的糖分越多，稅

於健康理由，針對食品中的鹽分課稅。

率就越高，藉此鼓勵業者從配方中減糖。

國民議會的工業化食品供應調查委員會預計9月底提

根據報導，5年來，多數大型食品製造業者和零售商

出報告，內容建議針對太鹹的食品課稅，例如調理包和

都配合在產品中減糖及減鹽15％到30％，但國民議會的工

麵包，藉此促使食品製造業者減鹽。委員會報告人克魯

業化食品供應調查委員會認為還不夠，畢竟已有科學研究

齊（Michele Crouzet）說：「法國人每天平均食用10到12

證實過量攝取糖、鹽和油脂，對人體健康非常不利，會造

公克的鹽，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每天5公克的兩

成慢性病和肥胖等。

倍。」她認為，消費者攝取的鹽分主要來自調理包或現成
餐點，這類食品近年在市場上越來越多。

克魯齊表示，「我們必須強制食品業者幫助消費者去
除吃太甜、吃太鹹的習慣，製造者常常可以少放20％的
鹽，而不影響味道和食品安全」，如果個別消費者買回產
品後想多放點鹽也可以，這就要從教育著手。
這份報告還提到要更精確地把食品添加物分級，以更
妥善地規範使用；還要在小學加強教育，養成良好飲食習
慣；以及在電視的兒少節目播放期間，限制加工食品的廣
告。 華
▼

▼國民議會的工業化食品供應調查委員會預計9月底建議針對太鹹的

食品課稅，例如調理包和麵包，藉此促使食品製造業者減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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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吳宗錦｜圖‧文

紐約街頭
與公園
紐約是個很奇妙的大都會，尤其是曼哈頓，在這裡漫
步街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行人，總是壅塞著紐約街頭，
人來人往，從早到晚，從來沒有少過。從迎面而來的行人當
中，若仔細觀察，很容易分辨出何者是紐約的上班族，何者
是遊客，還有無家可歸的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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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中央公園也是遊客必遊之地。

好一陣子沒來紐約了，這次因應邀從洛杉磯到美國

結隊好整以暇地東看西看。這麼多年來，這個情況好像一

東部巡迴演講，先到華府僑教中心演講，第三天飛

點兒都沒變。

有

紐約，到法拉盛圖書館演講，第三站去波士頓哈佛大學，

曼哈頓是個長條形的陸中島，東西面被河流隔著，西

之間有三天時間，剛好可以造訪在紐約上班的大兒子，

邊隔著哈德遜河與新澤西州遙遙相望，東邊隔著東河與皇

我住在他位於曼哈頓東區38街的公寓。第二天正好兒子放

后區、布魯克林區相鄰，街道成整齊的東西南北走向，從

假，他陪我到曼哈頓西區新開發的「高線公園」走走。第

東到西比較窄，分成十條大道，從南到北較長，從最南邊

三天因為兒子要上班，我正好可以自己一個人在紐約街頭

的下城到最北邊的上城，分成二百多條街，大道與大道之

逛逛，回味記憶裡的紐約街頭，看看這麼多年來有些什麼

間的距離較長，街與街之間的距離很短。

變化，尤其是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

▼紐約街頭有很多藝術家的裝置藝術作品。

對於紐約，我並不陌生，二十幾年前因在紐約設有分
公司，我有二、三年時間，每個月都從美國西岸飛到紐約
上班一個星期，因為辦公室就設在曼哈頓36街和之間37街
的第七大道上，離位在34街的紐約地標帝國大廈很近，除
了下雨天搭地鐵，我通常都是走路上班，從我那時住的22
街走到36街和37街大約只要20幾分鐘，因此我安步當車，
對紐約街頭有很深的熟悉感。
紐約是一個種族的大雜燴，在這兒可以看到幾百種來
自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除了居住在紐約生活的人
們，也有為數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住在紐約的人在
街頭走路，總是形單影隻而且形色匆匆，遊客則多半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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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紐約新景點高線公園
高線公園（The High Line）是紐約最新也是最熱門的
景點，是一條廢棄的運肉類和貨物的高架舊鐵道改建而
成，位在曼哈頓下城西區第12街和13街之間開始，幾乎和
第10大道平行，緊鄰第10大道和哈德遜河之間，往北一直
到第34街結束。高線公園的成功改變了紐約西邊雀而喜區
（Chelsea）沒落的情況，讓原已沒落的曼哈頓西區恢復了
生機，也帶來了每年好幾百萬遊客的造訪和商機。
雖然幾年前高線公園第一期工程完工開放時，我有前
來造訪過，但到紐約的第二天星期一剛好是假日，兒子不
上班，他說高線公園已經於2016年9月全線完工，他可以
陪我再去看看。我們從42街搭七號地鐵，搭到34街的最後
一站，然後走路到34街和第11大道附近的高線公園入口，
開始遊覽這條2.3公里長的高架公園，離地面約九公尺高，
飽覽紐約曼哈頓的市容，和哈德遜河的沿岸風光。
曼哈頓的中央公園是我從前在紐約上班時，週末假日
必到的地方。紐約中央公園是位在第 59街到110幾街，和
第5大道與第8大道之間的一大片土地，是當年建市時特地
留下來闢建為公園的，是紐約曼哈頓區的「肺」，也是曼

▲興建中的紐約新中心。

哈頓居民的休閒活動中心，是大都會中的世外桃源。而中

▼ 高線公園離地面九公尺。

央公園四周的建築物，也是紐約最貴的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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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線公園的花花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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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的湖景。

星期二這一天，中午有紐約公司的老同事約我在第55

像紐約這樣的多元文化大都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

街與百老匯大道和第5大道之間的一家中餐廳午餐，我特

的，雖然經過九一一的恐怖攻擊，但其復建的能力也很強

地提早一個小時出門，從38街出發，沿第3大道往北走，

大快速，難怪我兒子喜歡住在紐約，他已經在紐約住了

在42街左轉，經過大中央車站，走到斜斜的百老匯大道，

二十幾年。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居住在像紐約這樣繁忙擁擠

經過每年迎接元旦的時代廣場，到了第55街右轉就到了，

的大城市，但偶而來紐約住一段時間，逛逛街，到公園走

才花半個小時。這一段路途是曼哈頓中城的精華區，除了

走，還有很多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可以參觀瀏覽，更

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外，還有教堂、圖書館、美術館等建

有百老匯的秀可以觀賞，最重要的是看看兒子，倒是蠻高

築，和布萊恩公園，沿街可以欣賞到很多雕塑和街頭藝術

興的事。 華

裝飾，行人和遊客跟往常一樣多，街景一點都沒有變，讓
我回味了從前在紐約上班的日子。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

到紐約中央公園慢活一下午

館學系畢業，一九八三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
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

午餐後，我再往北走兩條街就是「紐約中央公園」，

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

這也是我從前來紐約上班時最喜歡到的地方，它鬧中取

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

靜，有湖有山丘，林蔭處處，還有一處動物園。我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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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漫步，欣賞這鬧區中的園林名勝，走累了就找張長椅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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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休息，有時還可聆聽街頭藝人的樂器演奏，觀賞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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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家的的現場作畫，雖然遊客不少，但是公園靜懿森森的

夢》、《飛越太平洋》、《青澀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

氣氛依舊，讓我有了一個很舒適悠閒的午后時光，也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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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記憶中與洛杉磯截然不同的紐約生活。

誌數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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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慧

嘉言集
善意生出善良，善良生出力量。

未來不再是知識的競賽，而是鬥創意、鬥想像力、鬥學
——著名作家∕楊波

習能力、鬥獨立思考能力。

生命是自己的，年輕世代應該走出自己的路。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
他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致詞時，勉勵年
輕人要敢於改變，放眼世界，切忌像機器般的思考（think

一個成功的管理模式，乃來自經營者的選擇與構建，

like a machine）。

屬於一種人為的努力創作，並非一種自然或社會現
象。
——逢甲大學講座教授∕許士軍

相聚是片刻，告別是常態。

管理模式如何產生效果，其間存在於「執行」的關

——作家∕龍應台

鍵性的動態過程，使得模式的應用，因時、因地、因人

她說：「世上沒有什麼天長地久，要把每一個片刻變
成天長地久。相聚是片刻，告別是常態。我們的心要有這

而千變萬化。

個自覺。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用心做事，就能成長。
——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司徒達賢
會讀書未必會做事，如何越來越能幹，關鍵在於
「事事用心」。

我一直相信自己、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出偉大的事情。
——法國新星足球前鋒∕基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
他說，若想要成功，你必須努力打拼、積極練習，做
好每一個份內的事。

「行動」是難下的決定，剩下的只是堅持。
——美國女性飛行員、女權運動者∕愛蜜莉亞．艾爾哈特
（Amelia Mary Earhart）

學習是為了更好地充實自己
——中國籃協主席∕姚明
他在38歲時才大學畢業。他透露，自己在校讀書，曾
不止一次想過放棄，但還是堅持了下來。他表示，讀書是

時常提醒自己是有人愛的、不孤單的，快樂就會油然
而生。
——哈佛正向心理學專家∕尚恩．艾科爾（Shawn A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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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給自己用的，不是讀給大家看的。

人的大腦就像是個醃製食物的器皿，把東西放進去，

眼睛多看、嘴巴多問、頭腦多想、用心去做事。

出來的東西風味就愈好。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演員∕謝祖武

他表示，鴻海集團招募與選才，不一定挑最好的大學

他說，當演員最大的關鍵是在於熟讀劇本，熟讀並

或是最優秀的人才，而是願意學習與努力勤奮的年輕人，

不是背書，而是要融會貫通，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

以及風雨無阻堅持不放棄的毅力。

夢的意義。

站在風口上，連豬都會飛，創業要大成，一定要找到能
要有漂亮的眼，就多看別人的好；要有美麗的唇，就
多說好話；若要走路有姿態，請記得，你永遠不是獨

讓豬飛上天的颱風口。
——小米董事長暨執行長∕雷軍

自前行。
——演員∕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
要偉大就要有點瘋狂，正常只會讓你平庸。
——NBA選手∕林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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