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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國總統特朗普（或譯「川普」）為了扼止中國的快速崛

美

起，發動美中貿易戰，除了加徵關稅之外，又開啟非關

稅貿易障礙，以科技戰為主，想方設法要把在5G電信領先的
中國拖住，以免在未來的通訊設備方面被中國所控制。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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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其實已經揭開了序幕。
5月15日特朗普更簽署了《保障信息與通訊技術及服務供
應鏈安全》行政命令，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禁止美國企業
使用「外國對手」提供的電信網絡設備和服務後，美國商務部
於5月16日宣布將華為和70家附屬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
（Entity List）中，也命令美國電信網路不得採用華為設備與裝
置。儘管美國商務部以臨時通用許可證的形式暫緩執行禁令，
公布90天的臨時許可證，華為可在8月19日前購買美國零組件
及進行華為手機軟體升級，但是仍然禁止採購新產品的零組
件。此舉不僅打亂了華為的軟硬體供應鏈，也打亂5G網路建
設的全球供應鏈。
此美國的行政命令對華為電信設備的銷售與出貨造成一定
程度的衝擊，但針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所帶來的影響，將遠大
於禁止美國企業採購華為的電信設備，因為早於2018年起，
美國政府就已宣布禁止政府機關採購中國的電信設備，進而
美國電信業者也未採用華為的設備。但管制美國企業出口給華
為，就嚴重了，因為華為的成功是依賴全球產業供應鏈而嶄露
頭角，禁止美企出口給華為，可能代表全球科技供應鏈更廣泛
的分裂。
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採購禁令影響巨大，除了阻止美國
公司直接向華為銷售外，也阻止協力廠商公司向華為銷售包含
25％以上美國技術含量的產品。華為列入黑名單一事，也將打
擊約有一千二百家美國供應商。華為在170多個國家僱用了將
近十九萬人，銷售智能手機的數量也超過蘋果手機，還提供雲
端服務、製造微晶片及運營傳輸全球互聯網流量的海底電纜，
美國出面扼止其發展，影響非常巨大，本期【封面故事】特以
「華為風暴」為題，刊出三篇與此有關的內容供讀者參考。
其他的專欄【特別報導】、【產業風雲】、【財經報
導】、【全球視野】、【世界萬象】、【神州大地】、【全球
智慧】也都有很精采的內容，請大家自行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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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人類歷史首張黑洞照片
證明愛因斯坦相對論
全球首張黑洞照片，於4月10日（亞洲時間）晚上，在台北、上海、東京、布魯塞爾、智利聖地
牙哥及美國華盛頓等六座國際城市同步曝光。這張令全球觀眾屏息的神祕照片，不僅支持科學家愛
因斯坦提出的廣義相對論，也向全球觀眾直播集全球頂尖望遠鏡之力，首次完成的黑洞影像，解開
宇宙最大的奧秘，豎立了人類歷史的重要里程碑。

何謂黑洞
究竟何謂黑洞？台灣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教授陳文屏
解釋，當某個空間內塞進很多物質，使得密度很高且萬有
引力很強，連光線都跑不出來，這就是「黑洞」。
黑洞本身是「黑」的，實際上看不到；但因為大黑洞
在中間，光線會轉彎，造成左側比右側更亮，中間黑色
部分是黑洞的「陰影」，形成黑洞的邊界，此一陰影稱為
「事件視界（event horizon）」。透過拍攝事件視界，可以
間接證明黑洞的存在，「事件視界望遠鏡」（EHT）的名
稱因此而來。黑洞很小又距離遙遠，很難光靠單一的望遠
鏡進行觀測，因此需要跨國合作研究就集結各國力量，利
用在地球不同角度的頂尖望遠鏡共同觀測黑洞外的情形。
其實早在2017年4月這照片便已經拍攝了，當時是由
▲經過這十幾年的籌備，以及全球200多位科學家的努力之下，第一幅

位於四大洲的8台電波望遠鏡所組成的一個相當於地球大

黑洞照片新鮮出爐。改變了以往依靠電腦模擬的黑洞 CG 形象，真實切

小的虛擬陣列式望遠鏡網絡「事件視界望遠鏡」（Event

貼的看到了黑洞。

Horizon Telescope，EHT），成功的拍攝了第一張黑洞照片。

於神秘的宇宙，人類不斷地進行探索。 1783年，

對

英國自然哲學家兼地震學之父John Michell提出一個

超巨量的數據＋技術障礙，讓解碼黑洞照片成難題

緻密天體密度大到連光都無法逃逸的想法，到1968年美國

那為什麼拍攝於2017年的照片會直到如今才「沖曬」

天文物理學家John Archibald Wheeler 提出「黑洞」（Black

出來呢？黑洞因為離地球老遠，所以能夠傳送到地球的就

Hole） 一詞的概念，但都沒有能證明黑洞確實存在的證

是高熱光環的輻射波，而且也會四散到地球各處，所以個

據。直到今年4月10 號，人類拍攝到首張黑洞照片公佈，

人望遠鏡無論多厲害都難以拍到黑洞的全貌。此外，望遠

終於讓大眾一窺黑洞的廬山真面目。經過十幾年的籌備，

鏡觀測到的數據量非常龐大，僅僅是2017年的8台望遠鏡

及全球200多位科學家努力下，第一幅黑洞照片新鮮出

拍攝，數據量就已經達到10PB（10240TB），而在2018年

爐。改變了以往依靠電腦模擬的黑洞CG形象，真實切貼

還增加了格陵蘭島望遠鏡，讓數據量更加擴增。另一方面

的看到了黑洞。

在於技術難題，因為黑洞附近的氣體處於一種極端環境當

4
4

華商世界∣2019∣第四十二期
華商世界∣2019∣第四十二期

助處理數據。

2017年4月份參加EHT觀測

▼

中，運動有著不確定性，為此又開發特定的程序和工具協

的8個台站，實線連接的為
觀測M87的7個台站，虛線
連接的為觀測一個校準

全球六座城市同步召開記者會
由世界各國頂尖學者組成的「事件視界望遠鏡，
EHT）合作計畫，建造一個超大望遠鏡，並於4月10日晚

源（3C279）的台站。
EHT的「八隻眼睛」
分別位於美國、墨西
哥、智利、法國、

間在台北、上海與美國華盛頓、智利聖地牙哥、比利時布

格陵蘭島和南極。圖

魯塞爾、日本東京等6座城市同步召開「事件視界望遠鏡

片來源：「First M87

首次成果發表記者會」，向全球觀眾直播集合全球頂尖望
遠鏡之力，首次完成的黑洞影像，解開宇宙最大的奧秘。

拍張黑洞照能有多難？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Results I: The Shadow of the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格陵蘭望遠鏡是由台灣和哈佛大學團隊於2017年在北

EHT計畫是全球天文學家2012年正式成立，由部署於

極改裝架設，其關鍵電子機械技術就是來自台灣。由台灣

智利、夏威夷、美國亞利桑那州、南極等地區的八個觀測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主導能適應酷寒環境的「格

站，張開一個與地球差不多大的望遠鏡，同時刻、同一方

陵蘭望遠鏡」，成為全球唯一位於北極圈內的次毫米波天

向，對準同一片遙遠星空，藉由全球電波望遠鏡連線來觀

文觀測站。

測黑洞的事件視界，旨在擷取第一張黑洞剪影的圖像，
並以觀測星系中央超大質量黑洞為主要目標。EHT計畫全
球有兩百多名研究人員參與，4月10日公布第一波「黑洞
照」。
此八個觀測站，包括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
列望遠鏡（ALMA）、阿塔卡瑪探路者實驗（APEX）、

黑洞照片，驗證100年前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
台灣中央研究院天文所中村雅德博士表示，此次觀測
到的影像黑洞暗影是中央暗部，外層圍繞著光環。與愛因
斯坦廣義相對論所預期的旋轉黑洞所產生的暗影相符，也
支持M87星系中心有旋轉的超大質量黑洞存在。

IRAM 30米望遠鏡（IRAM）、詹姆士克拉克麥克斯威爾

愛因斯坦提出的廣義相對論預測，這種高熱物質將

望遠鏡（JCMT）、大型毫米波望遠鏡（LMT）、次毫米

「照亮」遭時空強烈扭曲的區域─導致「暗影」出現。其

波陣列望遠鏡（SMA）、次毫米波望遠鏡（ARO）、南極

中最重要的語言之一便是：當一個物體的質量不斷塌縮，

望遠鏡（SPT），台灣中研院天文所參與其中3個觀測站。

就能隱蔽在事件視界（event horizon） 之內——在這一黑

這次公布的影像顯示了一個位於 M87 星系中心的黑
洞，距離地球 5500 萬光年，質量為太陽的 65 億倍。

洞的勢力範圍內，引力強大到連光都無法逃脫。
如此大費周章的一張照片，除了讓大眾確認黑洞的存
在，也驗證100年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證實了愛因

台灣與哈佛共同架設格陵蘭望遠鏡，關鍵電子技術

斯坦的理論。除此之外，科學家可以根據陰影的尺寸限制

來自台灣

中心黑洞的質量，之前測試黑洞質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

參與EHT的8座望遠鏡中，其中3座由台灣中研院支援
運轉，包括在夏威夷、東亞天文台和智利的望遠鏡。此

程。這一張黑洞的照片，能完善我們對於星系演化的認知
與理解。

外，EHT計畫中最主要的三大望遠鏡，是夏威夷的次毫米

EHT的研究結果將是人類第一次能夠驗證黑洞是否存

波陣列（簡稱 SMA）、智利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

在於宇宙之間的理論，也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問世百年

米波陣列（簡稱 ALMA）、格陵蘭望遠鏡。

後，對該理論最終的科學驗證。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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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萎縮．威脅全球經濟成長
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份報告，在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中產階層正在縮
小，經濟實力正在減弱，這一趨勢對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構成威脅。
據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一份名為「承

根

美國中產階級購屋支出
佔家庭債務比例

受壓力：擠壓中產階級」（Under Pressure: The

Squeezed Middle Class）的研究顯示，整個西歐和北美的

■美國 ■OECD

中產階級正在萎縮，而且中產階級的經濟影響力也正在下
25％ 25％

降。報告不僅提出一系列影響中等收入家庭的問題，還警

27％ 27％

28％

32％

告說，中產階級消失可能對各國經濟成長和社會結構產生
嚴重後果。
1995

中產階級收入介於全國收入中間值2倍至75％

2005

2015

資料來源：OECD

家則有70％。OECD報告認為，美國中產有三分之一支出

的區間
OECD的中產階級定義為，收入介於全國收入中間值

是花在居住上，高於1995年的四分之一。這說明為何美國

2倍至75％的區間。以美國為例，個人收入在23,400美元

中等收入高，但中產階級占人口比例卻低於歐洲的主因之

到62,400美元區間即屬中產階級。過去30年來，OECD成

一。

員國裡中產占整體人口比率從64％縮小至61％，中國佔
48％，巴西44％。但其中美國、以色列、德國、加拿大、

中產階級家庭收入比10％最富裕家庭少1/3
在所有 OECD 調查國家，過去十年中中等收入每年只

芬蘭和瑞典的縮小幅度更大。
已開發國家的整體中產階級規模都在縮減。在嬰兒潮

成長 0.3％。相比之下，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十年間，中等

世代，70％中產階級在其20來歲時便已達到階級，但千禧

收入每年增加1.6％。報告發現，過去30年來，OECD 國家

世代在此年齡層成為中產階級的比率卻下降至60％。

的收入，中位數家庭擁有的財富，比10％最富裕家庭的平

美國有50％人口屬中產階級，但北歐和部份歐洲國

均收入，少三分之一。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發達國家成本上漲速度快於通

發達國家可支配收入增長狀況

貨膨脹，使得中產階級難以跟上。現在住房成本占中產階
級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高於 1990 年代的四分之

單位%
所得最高10%者

160

中等所得者
所得最低10%者

一。報告指出，住房和高等教育費用的成長速度快於中等
收入財富增加速度，超過五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家庭支出超
過他們的收入。
中產階級也正在失去經濟影響力，1985年中等收入者
總收入約為高收入家庭的4倍。30年後下降到不到3倍。報

0

1985

2016 (年)

註：為17個OECD國家各階層可支配所得的成長幅度
資料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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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稱，中產階級在教育、健康和住房方面的投資，對優質
公共服務的支持，對腐敗的不容忍以及對他人和民主機構
的信任，是一個國家包容性成長的基礎。

千禧世代躋身中產階級越來越難
與前幾代人相比，年輕人更難以實現中產階級地位，
出生於 1943~1964 年之間的嬰兒潮一代，二十幾歲時約有
68％ 的人屬於中等收入家庭。但是在 1983~2002 年間出生
的千禧一代，比率下降到 60％。嬰兒潮一代在工作期間也
比年輕一代享受更穩定的工作。隨著全球化和技術使用日
益增加，勞動力市場發生變化，就業不穩定性正在上升。

中產階級曾是保證居住舒適房子的生活方式
不論哪個國家，平均而言 18∼29 歲的年輕人屬於中
產階級的比例愈來愈小，上層階級的比例穩定，但下層階
級的正在擴大。報告稱，中產階級曾經是一個願望，經過
多代人的努力，成為中產階級可以保證住在舒適的房子裡
並提供有益的生活方式，這得益於穩定的就業機會，也是
家庭渴望為子女創造更美好未來的基礎。
但是現在民主國家和經濟增長的基石並不像過去那樣
穩定。雪上加霜的是傳統中產階級工作受到自動化威脅，
目前六分之一的中等收入工作面臨自動化高風險，未來
一個家庭要進入中產階級，需要更多技能與收入才行。
OECD 呼籲政府應該採取措施，包括降低中產階級稅收，

▲巴西與南非等新興國家中，超過五分之一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支出超過
收入，繼而產生過度負債的高風險。

增加富裕階級稅收，開發更多經濟適用房，幫助年輕人創

新興國家中，超過五分之一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支出超過

造財富，包括教育、兒童保健和健康成本，提高勞工技能

收入，繼而產生過度負債的高風險，負債率介於10％至

和培訓。

50％，巴西的指數達27％。
在18個OECD歐洲國家中，近40％ 的中產階級家庭在

超過五分之一的中產階級家庭負債

經濟上處於弱勢，指數最低的是挪威（12％），最高的是

在接受評估的OECD的36個成員國和巴西與南非等

希臘（70％）；而這些國家一半的家庭有困難支付日常費
用。

千禧世代中產階級比例較嬰兒潮世代低

巴西FGV基金會經濟系主任桑派歐（JoelsonSampaio）

100%

指出，中產階級負債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特別是在巴
80%
60%

西，「因所得有限，人們開始向銀行或錢莊貸款，一旦還
68.4%

63.7%

60.3%

不起貸款，就債務纏身，許多家庭一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來

40%

支付利息，減少消費，經濟成長減速，收入成長更低，形

20%

成惡性循環。」

0%
嬰兒潮世代
(1943-1964)
資料來源：OECD

X世代
(1965-1982)

千禧世代
(1983-2002)

OECD建議緩解兩面夾擊之困的措施之一是對中等收
入家庭減稅，對高收入家庭增稅以彌補稅收缺口，以及限
制住房、教育和醫療成本的措施。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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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

億萬富翁
最密集的城市

依據Wealth-X的《億萬富豪人口普查報告》指出，舊金山是擁有億萬富翁最密集的城市，每
11612名居民中就有一位億萬富翁。此外，擁有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擁有最多億萬富翁的城
市則是紐約。
據專精分析超級富豪資訊的紐約財富調查機構

位億萬富翁，較2017年減少4.9％，但財富總額增加了

Wealth-X的《億萬富豪人口普查報告》指出，過去

3.7％，至3.013萬億美元。。

根

一年，全球億萬富豪的人數及財富均有所下跌。全球億萬

報告指出，排名前15名的國家的超級富豪數量占全球

富豪人數年減5.4％至2604人，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第二

億萬富翁人口的75％。總共有1,942位億萬富翁居住在這15

次的下跌。

個國家，總身家達6.8萬億美元。

除了億萬富豪人數減少之外，他們的財產也有所下
降，報告指出，由於全球經濟放緩、貿易關係緊張及股票

全球15個億萬富翁最多國家和地區，亞太地區

市場疲弱，三項因素同時令億萬富豪的總財富減少7％，

佔四個

至8.6兆美元。當中，亞太區的億萬富豪財富縮水最為嚴

報告顯示，2018年亞太地區的億萬富翁遭受了重大損

重，主要受中美關稅爭議及新興市場波動所影響，導致財

失，他們的總財富和總人數在全球範圍內以最大的速度下

富縮減9％。

降。亞太地區的億萬富翁數量減少了13％，即109位，總
財富縮水了8％，即2120億美元。

美國擁有最多億萬富豪的國家

其中，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數量下降了15.7％，至

報告指出，2018年擁有全年淨資產超過10億元美元
2018年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家和地區排名

富豪的國家，美國名列第一，比名列第二的中國多出420
▼Wealth-X指出：在億萬富翁密度方面，舊金山是明顯的領先者。在舊
金山，每11612名居民中就有一位億萬富翁。

國家排名

億萬富翁數量（位）

總財富（美元）

1. 美國

705

30,130億

2. 中國

285

9,960億

3. 德國

146

4,420億

4. 俄羅斯

102

3,550億

5. 英國

97

2,090億

6. 瑞士

91

2,400億

7. 香港

87

2,590億

8. 印度

82

2,840億

9. 沙特阿拉伯

57

1,470億

10. 法國

55

1,950億

1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55

1,650億

12. 巴西

49

1,540億

13. 義大利

47

1,410億

14. 加拿大

45

870億

15. 新加坡

39

840億

資料來源：Wealth-X《億萬富豪人口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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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減6.5％；而他們的財富共計2590億美元，較上個年

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15個城市
排名

城市名稱

富翁數量（位）

度大跌17.5％。北京位居第六，億萬富豪數量從57位降至

1.

紐約

105

2.

香港

87

55位，每22.3萬人中有一位億萬富豪。深圳排名從去年的

3.

舊金山

75

4.

莫斯科

70

5.

倫敦

65

並列第9降至第11名，億萬富豪數量從去年的39位降至37
位，杭州排名第14名。

6.

北京

55

7.

新加坡

39

7.

洛杉磯（並列）

39

9.

杜拜

38

9.

孟買（並列）

38

明顯的領先者。」在舊金山，每11612名居民中就有一位
億萬富翁，而在紐約每81311名居民中就有一位億萬富

舊金山是擁有億萬富翁最密集的城市
Wealth-X指出：「在億萬富翁密度方面，舊金山是

11.

深圳

37

12.

聖保羅

33

13.

伊斯坦堡

32

14.

杭州

31

Wealth-X研究和數據分析主管馬恩•沙班（Maeen

15.

東京

29

Shaban）解釋稱：舊金山毗鄰矽谷，與其他主要城市相

資料來源： Wealth-X《億萬富豪人口普查報告》

翁。」

比，人口規模相對較小，這是其億萬富翁密度如此大的原
285位，財富總額下降7.8％，至九千九百六十億美元。香

因。儘管不斷增長的科技產業以舊金山灣區（從聖何塞到

港地區億萬富豪數量下降6.5％，至87位，財富總額下降

山景城，再到帕洛阿爾托）為基地，但許多科技行業的領

17.5％，至2590億美元。印度億萬富豪數量下降21.2％，

導者選擇居住在舊金山。

至82位，財富總額下降4.9％，至2840億美元。新加坡億

在全球排名中，億萬富翁密度低於舊金山的依次是紐

萬富豪數量下降11.4％，至39位，財富總額下降8.8％，至

約、杜拜、香港、洛杉磯、倫敦、杭州、新加坡、莫斯

840億美元。

科、北京、深圳、東京、孟買、聖保羅、伊斯坦堡等。

儘管遭受了損失，但亞太地區在全球15個億萬富翁最
多的國家和地區中仍然佔據了四個。

雖然舊金山是擁有億萬富翁城市第三名，在擁有億萬
富翁的密度是最高，但依據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e）報告，灣區2016年的貧富差距是全美第三大，當

紐約是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

地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是最貧窮家庭收入的11倍。 華

此外，報告顯示，億萬富翁越來越多地聚集在一個城

舊金山—富翁密度最高的城市

市群中。全球有2604位億萬富翁，其中紐約有105位，是
城市名

全球億萬富翁最多的城市。香港有87位億萬富翁，排名第

舊金山

平均多少居民中就有一位億萬富翁
11,612

2；舊金山有75位億萬富翁，位列第3；北京有55位億萬富

紐約

81,311

杜拜

84,007

翁，位居第6；深圳和杭州分別有37位和31位億萬富翁，

香港

84,962

洛杉磯

分別位居第11和第14位。洛杉磯也躋身前十名，排名第
7，有39位億萬富翁。
報告指出，億萬富豪的聚集傾向愈來愈明顯，2018年

倫敦
杭州
新加坡
莫斯科
北京

有30％居住在富豪人數排名前15名的城市中，總共有773

深圳

人。

孟買

東京
聖保羅

兩岸三地城市中，擁有億萬富豪最多的是香港，位
居全球第二，但億萬富豪數量從去年報告的93位降至87

101,957
135,198
143,677
143,904
176,145
223,000
294,636
319,750
327,431
362,661
462,629

伊斯坦堡

資料來源: Wealth-X《億萬富豪人口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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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機場競相爭艷
機場已經不僅僅是轉機或出入境的功能，設計也不再僅是單調的水泥森林。今年陸續啟用的新
機場，將提供旅客新體驗與新視界。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在

北京大興機場

新航站樓（三號航站樓）呈現在世人面前，年旅

客輸送量達5000萬人次。就在去年12月28上午，北京首
都國際機場迎來2018年第1億名旅客，成為中國第一個年
旅客吞吐量破1億人次的機場，是世界第二繁忙的國際機

工程投資
799.8元
人民幣

計畫於
9月竣工
啟用

定位為
大型國際
航空樞紐

場。世界最繁忙的機場是位於美國亞特蘭大的哈茲菲爾
德-傑克遜國際機場（Hartsfield-Jackson Atlan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今年9月投入運營
面對日益繁重的旅客量，建造新機場已迫在眉睫。因

滿足年旅客
吞吐量1億
人次需求

規劃建設
7條跑道

首都新機場(目標年:2025年)
年飛機起降62萬架次

年旅客吞吐量7200萬人次

航站樓建築面積70萬平方公尺
年貨貨吞吐量200萬噸 跑道數量4條

此在2016年開始動工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將是中國的
一項重大工程。耗資人民幣800多億元興建、被譽為中國

利。金色海星狀的航站樓，由著名的伊拉克裔英國建築師

「新國門」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預計今年9月底啟用。

札哈．哈蒂（Dame Zaha Mohammad Hadid，2016年去世）

北京大興機場啟用後，從市區到新機場，30分鐘可

設計，有一條巨大通道和79個觸角式登機空橋。

達。「三線共構」的交通規劃是大興機場一大焦點，搭地

即將於9月30日正式啟用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把中

鐵從草橋到新機場僅需19分鐘。即使在號稱世界最大的航

國首都提升到航空領域的頂級水準。該機場將會是以單體

站樓內，從中心區到最遠登機口不用走上8分鐘，相當便

建築存在的世界最大機場航站樓。大興國際機場將為來自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金色海星狀的航站樓，由著名的伊拉克裔英國建築
師札哈．哈蒂（Dame Zaha Mohammad Hadid）設計，有一條巨大通道和
79個觸角式登機空橋。

28個城市的旅客服務，而這些城市全都位於該機場的3小
時高鐵交通圈內。該機場初期擁有4條民用跑道，預計到
2025年，年旅客輸送量達到7200萬人次;而長期規劃是建成
6條民用跑道，年旅客輸送量超過1億人次。這將使其躋身
世界上最繁忙機場行列。BBC報導驚嘆指出，「它全面運
營之後，運營的航班數量將會超過擁有六個國際機場的倫
敦，變得非常驚人。」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定位為輻射全球的大型國際樞紐機
場，遠期規畫年旅客吞吐量1億人次以上，年貨郵吞吐量
400萬噸，飛機起降88萬架次。
國際機場協會的資料顯示，去年亞特蘭大機場以1.07
億人次的旅客輸送量位居全球首位，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和
迪拜國際機場分別以1.01億和8900萬人次緊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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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在三年內成為全世界最大航空市場

名旅客抵達和在此中轉。

依據中國民航局資料顯示，2018年中國各機場全年旅

樟宜機場原本就有400家商店與140家餐飲店，但為了

客輸送量達到12.64億人次，同比上升10.2％，其中37個機

讓樟宜機場有更多活水源頭，提升國際競爭力，就在2014

場年旅客輸送量超過1000萬人次。由於對民航需求的持續

年底於第一航廈舊停車場原址興建「星耀樟宜」（Jewel

增加，預估中國將在3年內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航

Changi Airport），可無縫接軌樟宜機場各航站。

空市場。目前中國約有235個機場，但許多機場已難以繼

「星耀樟宜」4月17日正式開放，位於樟宜機場最核

續承載與日俱增的需求。官方估計，到2035年時中國將需

心位置、斥資新幣17億元打造，讓樟宜機場兼具運輸樞紐

要約450個機場，屆時中國的民航旅客輸送量將占到全世

與生活時尚功能，為國際旅客創造無限驚喜。

界的1/4。

由於花園景觀始終是樟宜機場的視覺焦點，「星耀樟
宜」更進一步擴大自然景觀，把原本在戶外的綠色植物帶

伊斯坦堡機場大搬遷 正式營運
歐亞交界的土耳其因地利之便，成為航空轉運重鎮。
由於現有的伊斯坦堡機場空間已不敷使用，土耳其當局因

入室內，成為綠意盎然的休閒場所，共有超過2000棵喬木
與棕櫚植物，以及超過10萬株灌木，另有植物種類約120
種，分別來自澳洲、馬來西亞、美國等國。

此著手打造新機場。經過3年延宕，位在黑海一側的伊斯
坦堡新機場於4月7日正式開始運作。新機場的初期目標是
每年吞吐量達9千萬人次，將成為全球年客運吞吐量最大
的機場。
原本在馬爾馬拉（Marmara）海岸一側的阿塔圖克機
場（Ataturk Airport），其客運營運4月7日將正式轉換到北

全球最高的室內瀑布
「星耀樟宜」擁有全球最高的室內瀑布「雨漩渦」，
高度達40公尺，瀑布從屋頂圓形缺口處傾瀉而下，四周都
是園林景觀，讓遊客感受氣勢磅 瀑布與縹緲雲霧氛圍，
沿著鵝卵石步道前行，就是一場森林浴體驗。

方3、40公里處，同屬歐洲岸但位在黑海一側的伊斯坦堡

外觀有如寶石的「星耀樟宜」，共有281家商店進

機場（Istanbul Airport）。阿塔圖克機場落成於1912年。以

駐，包括電影院、超市與餐飲，以及生活時尚品牌旗艦商

國際旅客吞吐量計算，在2015年時已名列世界第十大繁忙

店。另外，「星耀樟宜」頂層「星空花園」也有與室內花

機場，現有資源不敷使用。

園融為一體的天空之網、樹籬迷宮、鏡子迷宮與奇幻滑梯

由於阿塔圖克機場較近市區，無法擴建，土耳其政府
因此在阿塔圖克機場北邊約30公里處，位黑海一側的空地
興建新機場，工程歷經三度延宕，終於完成。

等遊樂設施。
樟宜機場2012年旅客即達5000萬人次，2016年達5870
萬人次，2017年突破6000萬人次大關，2018年更攀升到

總工程經費估達80億美元的伊斯坦堡機場於去年10月

6560萬人次。由超過9000片玻璃、1萬8000根鋼梁與超過

29日土耳其建國95周年時揭幕，堪稱土耳其總統艾度恩的

6000個鑄鋼節點組成的環形外觀建築，讓「星耀樟宜」在

重要政績之一。目前還有工程持續進行。完工後，將擁有

建築結構與

六條跑道，目前年客運吞吐量可達9千萬人，等全面營運

工程設計饒

後，預料每年可達2億人，可望成為全球最繁忙的機場。

富特色，也
是行腳新加

新加坡樟宜機場新地標「星耀樟宜」正式開放

坡旅人拍照

連續7年蟬聯世界最佳機場的新加坡樟宜機場（Changi

打卡上傳社

Airport），長期以來也是許多人到新加坡旅遊的必逛景

群網路的亮

點。此外，它也是全球重要的轉機據點，每月都有數百萬

點。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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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巴西大量種植大豆，損害亞馬遜雨林生態
美中貿易戰僵持不下，中國減少向美國進口大豆，並找到更便宜的大豆生產替代國家：巴西。
2016年中國向美國進口3760萬噸大豆，現在這些大豆需求轉向其他主要大豆生產國。巴西是全球大
豆最大生產國，不過生產大豆卻是造成森林濫砍濫伐的主因，僅次於放牧，對亞馬遜熱帶雨林帶來
重大影響。
美洲國家巴西，是世界重要糧倉，不僅玉米、蔗

業迅速擴張，而檢視塞拉多草原的環境保護法規，比起亞

糖、咖啡產量在全球首屈一指，也是僅次美國的第

馬遜雨林還要薄弱許多。

南

二大大豆生產國以及出口國，預估今年的產量將達到1.13

不像亞馬遜雨林，規定得保護80％的自然植被，在塞

億噸。巴西農產耕地，預估未來9年還會再增加930萬公頃

拉多草原，只需要保護20％的天然植被就行。農民辯稱他

的面積，到了2027年，巴西將總共有4320萬公頃的農產耕

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因為亞馬遜雨林被保護著，他

地。幫助巴西創造可觀「農金」的地區，就是位於中部的

們需要其他能開放使用的地方。結果就是塞拉多草原的林

塞拉多（Cerrado）熱帶草原。

地，遭到大規模砍伐，為了更適合作物生長，還會在土壤
中添加磷和石灰。熱帶草原一步步轉變為畜牧用地以及穀

塞拉多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帶草原

物生產中心，特別是種植大豆。

塞拉多熱帶草原面積差不多等於墨西哥，是全球生物
多樣性最豐富的熱帶草原，但在過去50年裡，大約有一半

巴西對中國大豆出口價值增長18％

的原始森林和草原，都變成了農地、牧場以及都市區。依

今年前7個月，巴西對中國的大豆出口價值增長了

據巴西政府數據顯示，從2008年算起，短短十年間已經消

18％，看準商機，還有人不惜將經營數十年的甘蔗田，重

失10.5萬平方公里的原生植被。究其原因，全拜工業化農

新整治改種大豆。農業經濟大約為巴西貢獻2成的GDP，
農民認為利用幅員遼闊的塞拉多草原發展農業，對國家經

▼巴西是全球大豆最大生產國，不過生產大豆卻是造成森林濫砍濫伐的
主因，僅次於放牧，對亞馬遜熱帶雨林帶來重大影響。

濟、甚至全球糧食安全來說，至關重要。
塞拉多草原是南美洲規模最大的淡水地下水庫，供水
量相當於亞馬遜河的三分之一，以往清澈的溪水，如今
混濁不堪，流經的河道變得乾枯，旱季時水位屢屢創下新
低。此外，超過300種棲息在這裡的動物失去賴以維生的
棲息地，也面臨生存危機。一旦土地開發與生態保育失去
平衡，將讓這座熱帶草原的生命力，隨著大力發展的經
濟，一點一滴地流失。
澳洲廣播公司（ABC）報導，就短期而言，有幾個因
素有機會阻止繼續開發下去。首先，巴西可用大豆取代玉
米等現有作物，降低對新土地的需求。其次，如果美中貿
易戰緩和，在巴西擴大大豆種植前，中國可能已恢復對美
國進口大豆。此外，巴西基礎建設不夠完善，限制出口大
豆的能力。 華

12

華商世界∣2019∣第四十二期

中國禁洋垃圾．東南亞成已開發國家垃圾場
中國過去多年來大量回收全球塑膠廢料，以促進製造業發展，但去年為維護國內環境，對「洋
垃圾」下達禁令。禁令實施1年來，全球垃圾回收業遭受衝擊，影響層面從東南亞擴散至西方各國。
以馬來西亞為例，光去年就進口87萬噸的塑膠垃圾，為2016年的3倍之多。
國去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進口各類塑膠和紙張。

中

根據一項調查，2018年上半年越南的塑料垃圾進口量

據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與全球焚化爐替代

大漲一番，泰國的塑料垃圾進口同比增長了1370％。去年

方案聯盟（GAIA）報告，中國2016年的塑膠垃圾進口量

6月泰國有3萬箱進口塑料廢物，由於缺乏能力和進口許可

為每月60萬噸，去年禁令發布後，進口量驟減為每月3萬

證問題而停在港口，根據資源回收的數據，越南報告了大

噸，相差20倍。

約9000箱閒置的塑料廢物。
受中國禁令影響最大的國家集中在東南亞，包括馬來

回收業轉進馬來西亞
東南亞各國開始接收這些已開發國家的垃圾，同時也
吸引中國本土回收者紛紛轉進。馬來西亞除了相對廉價

西亞、泰國及越南等國。這些國家為保護自身環境，同樣
建立起限制塑膠廢料進口的相關措施，但這只是將垃圾又
轉移到其他管制寬鬆的國家，例如印尼、土耳其等地。

的勞工外，還有廣泛的華語人口，成為中國回收業者的
首選。數據顯示，馬來西亞2018年共進口87萬噸的塑膠垃
圾，數量是2016年的3倍。

少用、少生產 以減少垃圾
聯合國去年在世界環境日的報告指出，人類每年製造

根據回收資源提供的數據顯示，馬來西亞2018年1月

約90億噸的塑膠，其中僅有9％被回收，大部分塑膠被集

至11月，馬來西亞僅從美國進口了4.35億磅的塑料廢物。

中在垃圾場、掩埋場或是散落在環境。香港的綠色和平組

2017年同期，美國出口商向馬來西亞出口了約2.2億磅左右

織人士就表示，要解決塑膠垃圾汙染問題，唯一的方式就

的塑料垃圾垃圾轉移如國際接力。

少用、少生產。 華

▼東南亞各國開始接收這些已開發國家的垃圾，同時也吸引中國本土回收者紛紛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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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風暴
美中貿易戰再掀波瀾，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將再針對中國輸美的逾3,000億美
元商品加徵25％關稅手段之外，同時也使出非關稅障礙手段，對中國電信行業龍
頭企業華為同步祭出禁售及禁購令，以國安理由禁止美國企業出售零組件及服務
給華為。
華為的成功，是依賴全球產業供應鏈而嶄露頭角。然而，美國宣布的「出
口管制實體名單」以及中國提出的「不可靠實體清單」及「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
單」，讓全球產業供應商，步步驚心。隨著華為禁令引發的效應，全球電信設備
市場版圖勢必將重新洗牌。
「華為禁令」也在科技界激起漣漪，對華為及其美國供應商帶來不利影響，
更讓全球電信基礎設施領域蒙上陰影。美國《財富》雜誌分析認為，若這些措施
得到實施的話，它可能會使中國最大的科技公司陷入癱瘓，干擾關鍵的5G無線網
絡在全球的推出，而且是為遏制中國崛起而祭出的核彈。這將是一場新科技冷戰
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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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美中貿易戰除了關稅相互加徵之外，非關稅貿易

近

面，2018 年華為（29.5％）大致與愛立信（28.5％）、諾

障礙則是以科技戰為主，特別是中國電信行業龍頭

基亞（23％）三分天下並且略為領先。隨著中美貿易戰戰

華為成為主要事件的主角。

火延燒，長期下來華為可能因關鍵零件短缺導致設備無法
順利出貨，其 5G 市占版圖恐有變化，其他廠商也可能因

祭出禁售及禁購令，影響深遠

此獲利。

5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保障信息與通訊技術

依據華為在2018年底公布的全球核心供應商有92家

及服務供應鏈安全》行政命令，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企業，其中美國企業達到33家居冠，美國地區供應商包

禁止美國企業使用「外國對手」提供的電信網絡設備和服

括CPU、FPGA、射頻前端、類比晶片以及EDA、作業系

務後，美國商務部於5月16日宣布將華為和70家附屬公司

統以及企業軟體等，特別是華為美國供應商中難以替代

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Entity List）中，也命令美國電

的包括類比晶片（Skywords、ADI、Broadcom、TI等）、

信網路不得採用華為設備與裝置。儘管美國商務部以臨時

無線測試軟體與設備、晶片設計與類比模擬軟體EDA

通用許可證（The 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的形式暫緩

（Synopsys、Cadence等）。 這些供應鏈是華為遭到美國

執行禁令，公布90天的臨時許可證，華為可在8月19日前

企業壟斷的部分，而美國供應鏈中僅有連接器、手機SOC

購買美國零組件及進行華為手機軟體升級；但是仍然禁止

晶片可由中國本土廠商實現完全國產替代。其次則是中國

採購新產品的零組件。此舉不僅打亂了華為的軟硬體供應

的25家、日本的11家、台灣的10家，德國、瑞士、韓國、

鏈，也打亂5G網路建設的全球供應鏈。

香港、荷蘭、法國、新加坡等各自家數均不到4家，顯然

此行政命令對華為電信設備的銷售與出貨造成一定程

美、中、日、台是華為最為重要的供應國家。

度的衝擊，但針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所帶來的影響，將遠
大於禁止美國企業採購華為的電信設備，因為早於2018年
起，美國政府就已宣布禁止政府機關採購中國的電信設

華為主要硬體供應鏈將斷鏈
由於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目前已傳出包含

備，進而美國電信業者也未採用華為的設備。但管制美國
華為伺服器在中國及全球的市占率

企業出口給華為，就嚴重了。

全球最大行動基地台暨光通訊設備製造商

中國
全球

2015
21.0%
32.%

2016
21.6%
4.4%

2017
20.7%
5.6%

2018
20.0%
6.7%

2019F
20.9%
7.7%

資料來源：TrendForce

華為是全球最大行動基地台暨光通訊設備製造商，就
算華為將零件庫存安全期限拉長至少半年以上，但隨著
貿易戰拉長、零件不足，將使華為無法順利生產行動基地
台、光通訊的設備。
市場研究機構TrendForce在2019年公布的調查數據指

5G伺服器設備全球市占率(2018)
華為
諾基亞
易利信
其他

52%
28%
13%
7%

資料來源: TrendForce

出，目前華為在中國伺服器市場占有率20.9％、全球市占
全球行動基地台市占率

率則有7.7％。
目前也是5G商轉的準備期，包括美國、歐洲、中國、
日本、南韓、台灣等都已著手布局5G網路基礎設施並進行
測試驗證。TrendForce 的數據也顯示，華為5G伺服器設備
的全球市占率達52％，領先第二名諾基亞（28％）、以及
第三名愛立信（13％）；而在行動基地台的全球市占率方

公司
華為
易利信
諾基亞
中興
三星
其他

2017年市佔率
28%
26%
23%
12.5%
3.5%
7%

2018年市佔率
29.5%
28.5%
23%
8%
5%
6%

資料來源：Trend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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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封殺華為的企業

中。去年因違反制裁條款，向伊朗出售產品被美國放上實

Google

體清單的中興通訊，供應鏈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不到一個

晶片商

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賽靈思
（Xilinx）、博通（Broadcom）、安謀(ARM)

月就出現斷貨、缺料的情況，3個月虧損逾90億人民幣，

零件商

Qorvo、LUMENTUM、東芝、松下、美光
（Micron）、威騰（WD）

通路

微軟旗下線上商城

電信商

日本：KDDI、軟體銀行、NTT DoCoMo

安卓系統

損失慘重。
目前華為前92大供應商中，美國公司仍多達33家，依
然重度依賴美國技術。如果沒有高通的基頻與處理器晶
片，華為的基地台、智慧手機、伺服器與海底電纜業務就

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賽靈思（Xilinx）

無法運轉。華為並非沒有其他選擇，但也都是美國公司，

和博通（Broadcom）等晶片大廠相繼決定停止供貨給華

如英特爾、美光、博通。在其他關鍵零組件上，華為同樣

為；記憶體、硬碟廠商美光（Micron）、威騰（WD）也

依賴許多美國供應商。

凍結了與華為的合作關係。Intel是華為伺服器晶片以及筆
電處理器的主要供應商、高通則提供數據機晶片。

華為去年採購100億美元美國產零部件

且不只在美國，由於採納一定美國技術的外國產品也

根據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局的數據，美國半導體行

在禁令範圍，德國晶片大廠英飛凌（IFXGn.DE）聲明，

業去年總計出口額為584億美元，中國是第二大買家。

只有在美國生產的部分不出貨給華為，供應給華為的產品

因此，如果華為面臨禁令，美國企業也將遭受損失。

「大多數」不受美國出口管制的限制。這一跡象表明打壓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Inc.首席執行長Handel Jones

禁令已影響到華為在美國之外的供應鏈。

估算，僅華為去年就購買了約100億美元美國產零部件，

通訊晶片技術幾乎把持在高通、博通等美國企業手

約占華為整體採購金額的15％，高於2017年的80億美元。
但自華為財務長孟晚舟被逮捕後，華為便開始做準

▼目前全球的通訊晶片技術幾乎把持在高通、博通等美國企業手中，供
應鏈一旦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不到一個月就出現斷貨、缺料的情況，就
會損失慘重。圖為高通企業總部。

備，目前已儲備約1年份的關鍵零組件庫存，美國的禁令
短時間內可能難以見效。此外，華為也擁有自己的晶片公
司海思半導體。

華為新手機無法使用Gmail、YouTube及臉書、IG
華為今年超越蘋果（Apple），成為世界第二大智慧
手機製造商，其手機採用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去
年華為的手機出貨量超過2億台。但目前Google全面取
消與華為的軟硬體專利轉移與授權合作，已暫停對華為
的Android系統許可，未來華為手機僅可使用開源版本的
Android系統（AOSP）。這代表華為手機將無法再更新
作業系統版本；新手機更無法使用Google Map、Gmail、
YouTube、Google Play商店、Google相簿、Chrome等專屬
應用程式，此舉恐重創華為海外手機銷售。
中國市場本身就封鎖Google服務，此舉預計對中國市
場造成的影響不大，但對於海外市場的拓展無疑是個重
創，例如華為第二大市場的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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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臉書公司（facebook）也已中止與華
為的合作，華為的手機，只要是還沒出廠的，一
律不得預先安裝臉書旗下的facebook、Instagram
與WhatsApp手機App。儘管短期內華為手機尚能
由消費者買來後自行安裝臉書，但在美國禁令下
這種狀況能持續多久並不清楚，華為手機二手價
崩盤，廠商也暫時不敢賣華為的新機。
圍繞禁令影響的不確定性，已促使一些移動
運營商暫緩推出新款華為智慧手機，以待進一
步評估。在英國，EE和沃達豐（Vodafone）「暫
停」推出華為5G智慧手機，而日本兩大移動運營
商軟銀（SoftBank）和KDDI也停止華為P30手機
的預售。

▲華為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製造商，是5G技術發展的關鍵角色。限制華為將推遲
5G技術發展，並使日後全球5G發展的實施成本增高，衝擊全球經濟。

華為手機在今年第一季出貨量首度超過蘋
果，躍升全球第二大手機廠商，但在Google跟隨禁令取消

公司戰戰兢兢，特別是帶有國家安全考慮的企業，從通訊

對華為的Android系統支援，以及面臨難以安裝facebook的

到數字技術，以及國有企業。

困境，未來的手機銷售將遭遇極大挑戰。
據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科技冷戰」 衝擊全球經濟

的測算，華為超過60％的手機銷往中國以外市場。Google

美國與中國日益加劇的衝突，使得雙方經濟和外交關

限制華為使用Android，最終可能會在這些市場上失去一些

係都面臨風險。在上調關稅升級為貿易戰後，美國開始限

用戶，除非他們轉而使用其他運行Android的設備，而不是

制華為與美國公司進行的合作，將貿易戰擴大為「科技冷

改用蘋果公司（Apple）的平台。

戰」。

此外，隨著貿易緊張局勢日益升溫，其他中國手機

華為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製造商，在5G開發中擁有

生產商或許也會重新考慮對Android的依賴。華為和同業

十幾項專利，是5G技術發展的關鍵角色。限制華為將推遲

小米集團（Xiaomi Corp.,）、廣東歐珀移動通信有限公司

5G技術發展，並使日後全球5G發展的實施成本增高，衝

（OPPO），還有維沃移動通信有限公司（vivo）目前在全

擊全球經濟。華為創始人兼總裁任正非即表示，未來兩年

球智能手機銷量中佔比超過40％，因此對於Google移動操

華為會減產，估計收入會下降300億美金。此外，華為內

作系統的絕對領先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部行銷與業務經理預估，海外手機出貨量恐將面臨40%至
60%下滑，並導致銷售減少4,000萬至6,000萬部。富邦研究

美國考慮擴大中國公司出口管制黑名單
美國政府打壓中國科技產業之際，也擴大監管範圍。
各方揣測接下來其他中國企業有可能陸續被美國商務部

和戰略分析公司（Fubon Research and Strategy Analytics）數
據報導，美國的禁令若持續下去，華為智慧型手機甚至可
能會從國際市場上消失。

列入「黑名單」，包括全球最大的監控硬體裝置供應商海

此外，也恐怕會擴大全球半導體產業衰退幅度，美國

康威視（Hangzhou Hik 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浙江

企業也將有1200家直接受衝擊而付出代價。專家預估，今

大華（Zhejiang Dahua Technology Co.,）及無人機翹楚大疆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銷售額將比去年衰退1％至9％，隨美國

（DJI）等等。華為的遭遇將會使面向國際的中國高科技

下令禁售華為零組件，衰退幅度有可能再擴大。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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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與全球產業供應鏈
華為的成功，是依賴全球產業供應鏈而嶄露頭角。但隨著中美貿易戰進行以及華為禁令的實
施，從軟體到硬體，世界正逐漸分裂成各種不同的技術世界。這種情況可能代表全球科技供應鏈更
廣泛的分裂。美國宣布的「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以及中國提出的「不可靠實體清單」及「國家技術
安全管理清單」，更讓全球產業供應商，步步驚心。
為於1987年由任正非創立，經過30餘年的發展，從

2019年發布的「中國科技巨頭們的海外勢力版圖」參考，

一家沒什麼名氣的企業，成長為中國科技行業的領

可看到華為在全球布局的驚人之處。

華

軍者，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下一代5G網絡的領頭

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密密麻麻分佈全世界的黃色和粉

羊，也成為全球最大的兩個國家之間的摩擦來源。華為在

色的三角形「博士帽」，全部是華為的研究合作機構。

170多個國家僱用了18.8萬人，銷售智能手機（銷量超過蘋

比如在美國華為幾乎沒有基礎設施建設，但科研合作包括

果），提供雲服務，製造微晶片，還運營傳輸全球互聯網

哈佛、耶魯、康奈爾、斯坦福、UCLA、卡內基梅隆等名

流量的海底電纜。華為的成功，是依賴全球產業供應鏈而

校。「華為創新研究計畫（HIRP）」每年會公佈全球的合

嶄露頭角。

作專案，就如創辦人任正非在採訪中所說：「我們在全世
界有26個研發能力中心，擁有在職的數學家700多人，物

華為在全球布局的驚人之處
依據澳大利亞智庫ASPI-國際網路政策研究中心在

理學家800多人，化學家120多人。」
此外，基礎通訊設施最多的還是在非洲，而且很多都
是十幾年前就開始的項目，
5G的項目在中東和歐洲也不
少，包括瑞士、義大利、西班
牙、葡萄牙、英國。華為還建
設了很多連接世界的海底光
纜，從新加坡到澳洲，從非洲
到南美，從格陵蘭島到北美。
▼

澳大利亞智庫ASPI-國際網路政策

研究中心在2019年發布的「中國科技
巨頭們的海外勢力版圖」參考，可看
到華為在全球布局的驚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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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量上看，華為絕對是中國科技公司中，在海外投入最
多的企業。

此次華為供應鏈受到的衝擊最大，是出貨給華為
比重越大的企業。如總部在矽谷聖荷西的新飛通光電
（Neophotonics），過去3年出貨給華為的比重在46到55％

美國在網路安全領域的主導地位

之間；另一個受傷慘重的是南韓記憶體大廠海力士SK

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採購禁令影響巨大，除了阻止

Hynix，海力士46％營收是華為貢獻的；三星則有17.7％

美國公司直接向華為銷售外，它還阻止協力廠商公司向華

出貨給華為，是華為前5大供應商。此外，華為供應鏈

為銷售包含25％以上美國技術含量的產品。華為列入黑名

中的光感測元件供應商，如Lumentum、Qorvo、晶片商

單一事，也將打擊約1200家美國供應商。

Skywoks、AVGO、Xilinx、ADI，甚至是Intel等。

這項禁令影響不限於手機，還可能擴展到其設備上使

包括手機晶片主要供應商高通在內的許多美國科技公

用的軟件以及其他企業。華為使用的19款商業網路安全

司在中國都有大量業務。根據監管備案文件，高通去年收

軟件工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美國供應商，如掃描工具

入中約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市場。一小部分客戶對其整體

Nmap和Nessus；另一方面，去年華為的智慧手機發貨量

收入的貢獻率超過10％，但華為不在這部分客戶之列。

約2億部，四分之一裝有美國公司高通（Qualcomm）的晶

此外，總部位於加州聖何塞的賽靈思（Xilinx Inc.,

片。華為去年花費約110億美元從美國企業購買零部件與

XLNX）與中國的商業往來也很緊密。據Susquehanna

服務。這也反映出美國在網路安全領域的主導地位。

Financial Group估計，賽靈思有8.5％的收入來自華為，今
年的收入可能減少3億美元。

美、中、日、台是華為最重要供應來源

根據Bernstein截至2017年的數據，從全球來看，華

依據華為在2018年底公布的全球核心供應商有92家

為是半導體產品的一大需求來源，該公司需求規模排名

企業，其中美國企業達到33家居冠，美國地區供應商包

第五；排名前四位的分別是三星電子（Samsung）、蘋果

括CPU、FPGA、射頻前端、類比晶片以及EDA、作業系

（Apple）、戴爾 （Dell）和聯想（Lenovo）。

統以及企業軟體等，特別是華為美國供應商中難以替代
的包括類比晶片（Skywords、ADI、Broadcom、TI等）、

海思需仰賴美國供應商提供軟體及智慧財產權

無線測試軟體與設備、晶片設計與類比模擬軟體EDA

華為在設計其智慧手機和電信設備所用的晶片方面高

（Synopsys、Cadence等）。 這些供應鏈是華為遭到美國

度依賴美國。通訊晶片技術幾乎把持在高通、博通等美國

企業壟斷的部分，而美國供應鏈中僅有連接器、手機SOC

企業手中。去年因違反制裁條款，向伊朗出售產品被美國

晶片可由中國本土廠商實現完全國產替代。其次則是中國

放上實體清單的中興通訊，供應鏈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不

的25家、日本的11家、台灣的10家，德國、瑞士、韓國、

到一個月就出現斷貨、缺料的情況，3個月虧損逾90億人

香港、荷蘭、法國、新加坡等各自家數均不到4家，顯然

民幣，損失慘重。

美、中、日、台是華為最重要供應國家。

儘管華為使用自己的內部晶片設計部門海思半導體
（HiSilicon）為其高端智慧手機設計「片上系統」晶片，

華為危機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牽一髮動全身

但海思需仰賴美國部分供應商提供軟體及智慧財產權，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開徵25％高關

如今不能跟電子設計自動工業軟體產品與諮詢服務商新

稅，又對華為祭出重手，已大大影響整個電子產業鏈，華

思科技（Synopsys）、IC與電子裝置設計與開發商益華電

為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供應商也因丟了大額訂單而受重

腦（Cadence Design Systems）合作，也無法取得英國安謀

創。從華為全球供應商受創，可以看出華為危機對全球產

（ARM）的晶片設計架構。

業供應鏈牽一髮動全身的重要。

英國安謀的設計包含向多家美國公司購買的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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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此構成限令中涵蓋的「美國起源技術」，目前也宣

估計，其中包括可維持近6個月的智慧手機零部件庫存及9

佈暫停授權華為關鍵技術。ARM生產像高通等製造商用來

到12個月的5G基站零部件庫存。

生產晶片的設計，也授權智慧手機公司生產自己的晶片，

專家警告，若美國封殺禁令一年後仍未解除，海思在

海思至少從2012年起就開始製造基於ARM的晶片系統。美

設計次世代晶片組時將面臨嚴峻挑戰，雖然短期內的影響

國科技評論把這個對華為可能形成的打擊比喻為「這就像

不大，但長期的晶片研發能力卻備受威脅。此外，在開發

告訴可口可樂它不能使用碳酸水。」

先進晶片方面，華為將面臨長達36個月的中期衝擊。

台積電、美光、希捷及賽靈思 依舊供貨

美國科技公司篩查供應鏈上的「中國風險」

但好消息是，華為智慧手機晶片的主要生產商台

美國商務部5月15日對華為技術及其70家子公司實施

積電（TSMC）及生產記憶體晶片商—美國美光科技

出口管制，這項禁令有90天的豁免期。中國商務部及國家

（Micron）和希捷（Seagate）將會繼續供應。

發展改革委員會也提出制訂「不可靠實體清單」以及「國

對於移動基站等電信設備，華為依賴美國賽靈思公
司（Xilinx）生產的現場可程式設計閘陣列（FPGA）邏
輯晶片。英特爾旗下的Altera和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Semiconductor）等其他主要FPGA供應商也是美國公司。
美國的高通、博通、AMD、聯發科及華為海思屬於晶
片設計公司，他們就像建築師設計圖紙，但具體蓋房子得
依靠施工隊。而按照圖紙蓋房子的施工隊，負責的就是代
工組裝這個環節，也就是台積電。

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作為反制。美中雙方互祭限制措
施，企業不得不重新布局減少衝擊。
被捲入美中貿易戰的美國科技公司正重新檢視自己的
供應鏈，一旦往來的中國企業遭限制，能夠受最小衝擊。
律師和行業組織也表示，收到了來自該行業的一些請求，
希望幫助他們確定可能受到美國政府審查的公司。
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Cisco）表示，已大幅減少在
中國的製造業務。其他公司則表示，現在不放心繼續從中

海思和台積電分工不同，無法相互替代。台積電不僅

國監視器製造商、無人機製造商以及消費電子產品公司採

是晶圓代工模式的首創者，也是這一領域公認的「領頭

購。其他中國公司也似乎面臨風險。監控設備製造商海康

羊」，作為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半導體製造廠，台積電在

威視（Hikvision）正準備應對未來幾周它可能被列在美國

2018年上半年的全球市場佔有率甚至達到56％。

出口黑名單上的局面。

華為勿輕心，美封殺一年致災難後果

全球行動裝置作業系統由iOS與Android寡占

目前，華為已儲備了大量的美國產關鍵零部件，同時

Google和華為在過去10年裡一直密切合作，這一關係

準備在禁令生效前找到替代產品。據里昂證券（CLSA）

使雙方都受益。Google能夠建立進入中國市場的管道，而

華為手機如何依賴國外科技
韓國
中國
OLED DISPLAY
美國

英國

系統單晶片，
智慧手機內的核心電腦

Google暫停對華為更新Android系統，華為也聲稱有自

海思或高通半導體設計

有作業系統平台可因應。但業界人士認為，從手機龍頭三

使用來自美國的EDA軟體

星與PC作業系統微軟切入手機平台都失敗的經驗來看，

與ARM(安謀)專利合作

要讓消費者接受新系統，App生態鏈願意為華為作業系統

日本

台灣

華為已迅速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要參與者。

組裝在台灣

平台重新開發軟體，是華為技術自主要面臨的兩大挑戰。
目前全球行動裝置作業系統由蘋果iOS與Android寡占，

操作系統: GOOGLE的Android

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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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更是拿下優勢市占，多數使用者已習慣這兩大系統
介面，App開發商也依循兩大系統來撰寫軟體，形成強大

全球智慧手機作業系統的市占率

被限制在中國銷售；推出「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則

■其他

是中國正準備限制部分科技輸出美國。很多人擔心，中國

■iOS

■Android

100%
80

可能還會限制稀土出口，稀土被廣泛應用於電動汽車、無

60

人機等各種科技產品，絕大部分在中國生產。

40

此外，中國官方日前召集多家外國科技企業高層，包

20

括美國的微軟和戴爾，還有韓國三星、SK海力士等，警告

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註：2019年數據僅包含第一季度。
資料來源：Canalys

若配合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禁售命令，將有嚴重後果。
與會的海外企業都有向中國出口產品，中國官員特別

的使用者與軟體端供需生態鏈。業界分析，包括信箱、地

警告美國企業，特朗普政府禁止美企向中國出口，已干擾

圖與影音等服務用戶黏著度都相當高，幾乎天天使用，軟

全球產業供應鏈，相關企業應遊說華府，抗議制裁措施。

體商店Google Play平台上有數以百萬計的應用服務App，

中國官員強調，若企業以安全為理由把生產線撤離中

與消費者的關係緊密，更是Google的重要營收來源。

國，可能會受懲罰，對於美國以外廠商，只要維持現有關
係，持續向中國企業正常供貨，就會不受影響，中國官員

華為自創系統「鴻蒙OS」受關注 面臨兩大挑戰
華為自2012年起就開始著手研發自有作業系統的備
案，並為此投入巨額研發費用。以2017年為例，華為研發

並強調，中國致力開放貿易並保護智慧財產權。此舉用意
似乎是為華為凝聚支持力量，也為了防止讓中國深度融入
世界經濟的複雜供應鏈迅速瓦解。

費用支出為人民幣897億，直逼蘋果的142億美元，其中用
於手機終端相關的研發費用就超過人民幣500億元。

華為斷鏈危機，未來IT供應鏈將成兩大體系

據消息人士透露，華為新款作業系統在大陸國內市場

貿易戰引爆科技冷戰，聚焦華為斷鏈危機，供應鏈指

命名為「鴻蒙OS」，在海外市場命名為「Oak OS」，可

出，下半年華為下修幅度達3成，等於上半年獲利回吐，

能在8月或9月推出。但華為採用自主手機作業系統的問題

華為透過訂單調整、清庫存穩住中國市場。貿易戰為催

在於，協力廠商開發者是否有興趣支持，以及中國境外的

化劑，除加速中國自製零組件，未來IT供應鏈將走出2條

智慧手機用戶能否接受。

路，一是美系廠商，二中系和歐系廠商。

諾基亞、黑莓（BlackBerry）、微軟（Microsoft）、英

而從產業陣營來看，除了將讓中國供應鏈自製化加速

特爾（Intel）、Palm、Firefox、三星以及芬蘭的Jolla等公

外，其實也成為形塑未來新IT供應鏈的催化劑，美國為主

司都嘗試過打破蘋果和Android的雙頭壟斷，但收效甚微。

的科技產業是一大供應鏈，而中國除自成一體系外，更可

Gartner的研究顯示，截至2017年底，不到150萬部手機使

能採取的策略，就是以標準為多、強調技術中立的歐洲廠

用某種另類作業系統，總共僅占0.1％的市場，與Android

商，連歐抗美的另一聯盟也將顯現。 華

競爭的多數企圖都以失敗告終。
但就在5G推出之際，若中國國內市場改用Android以

不可靠實體清單
宣布時間

2019年5月31日

外的作業系統，加上對蘋果等美國公司的潛在反彈，可能

宣布單位

中國商務部

會導致全球手機市場割裂。

政策背景

．美國封殺華為，中國官方提出的反制措施

列入要件

．對中國實體實施封鎖、斷供或其他歧視性措施
．基於非商業目的，違背市場規則和契約精神
．對中國企業或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

企業影響

列入清單的企業可能在中國的投資、准入及融資
都要受限

中國推出兩項清單 讓在中國的外國企業憂心
很多美國科技公司更擔心的是中國方面採取報復的措
施。中國宣佈將推出「不可靠實體清單」，這些公司可能

第四十二期∣2019∣華商世界

21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版圖洗牌
依據美國無線通信和網際網路協會（CTIA）報告，中國5G居於領先地位，特別是擁有5G標準
必要專利數量最多的華為。然而，隨著華為禁令引發的效應，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版圖將重新洗牌。
國無線通信和網際網路協會（CTIA）去年4月發

美

為了比較目前 5G 發展情況，該報告基於頻譜和基礎

布的《Race to 5G》報告指稱，中國5G居於領先地

設施政策、產業投資和政府整體支持，針對全球 10 個無

位。特別在衡量國家和企業5G實力的重要指標—5G專利

線通訊市場的發達國家進行排名。其中，中國、韓國、美

方面，今年4月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發布報告，中國

國、日本處於第一梯隊，預計在2019年進行試商用，2020

企業在5G專利榜單中名列前茅，而在所有企業中排名第一

年實現規模商用。歐洲的主要國家德國、英國、法國處於

的，擁有5G標準必要專利數量最多的就是，華為。

第二梯隊，預計到2020年試商用。加拿大、俄羅斯和新加
坡處於第三梯隊，預計到2020年後試商用。

5G網路決定著未來人工智慧時代的發展

在該份報告中，中國名列全球第一，報告分析，這

5G就是第5代行動通訊技術，主要特點就是擁有大頻

主要是受益於中國 5G 發展猛烈與北京政府的大力支持。

寬（eMBB增強型行動寬頻）、大連結（mMTC巨量物聯

CTIA 在報告指出，若美國在5G領域失利，這恐將對無線

網通訊，比Wi-Fi更靈活）、低延遲高可靠（URLLC極低

通訊產業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這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將華

延遲的可靠通訊，可更快地傳輸更大的數據流）等特性。

為排除在外的重要原因。

（請參考《華商世界》雜誌第41期〈超速5G改變未來生
活〉一文）
在華為的《5G時代十大應用場景白皮書》中，華為

世界主要國家5G進度表
第一梯隊
(2019年試商用，2020年規模應用)

認為在未來5G應用最廣泛的十大場景，分別是：雲端VR/
AR、車聯網、智慧製造、智慧能源、無線醫療、無線家

●中國

●韓國

庭娛樂、連網無人機、社交網路、個人AI輔助和智慧城
市。這意味著，5G網路決定著未來人工智慧時代的發展。

●美國

●日本

第二梯隊
(2020年試商用)
●英國

●德國

●法國

中國將成為5G領域的領頭羊
依據CTIA發布《Race to 5G》報告，指出過去歐洲、
日本與美國分別在 2G、3G 與 4G 領域領先世界，未來中
國將成為 5G 領域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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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隊
(2020年後試商用)
●加拿大

●俄羅斯

●新加坡

另外一個分析機構CCS Insights的最新研究報告則指

全球各國的5G競爭已熾熱化。據高通預測，到2035

出，美國將成為5G發展先驅，但中國將迅速主宰5G連接

年，5G將在全球創造12.3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出，預計2020

市場。美國、韓國和日本將於2019年發布商用5G服務，隨

年至2035年間，5G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將達到約3萬億

後是西歐。中國不會成為首個5G推動國，但是2021年中國

美元，與當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相當。

5G連接將達到1億，並在2025年達到10億，占全球5G連接
的40％。

國5G建設的步伐加快。中國順勢而為提前發放5G商用牌
照，意在加速5G商用、提升競爭力。中國也成為繼韓國、

5G用戶(2018-2025)
資料來源: CCS Insights

用戶(十億)
3.0

2.7

美國、瑞士、英國之後，全球第五個開通5G服務的國家。
■ 其餘世界各國

2.5
■ 中國

1.9

2.0
1.5

■ 亞太發展中國家

1.4

1.0

■ 西歐

0.8

0.5
0.0

面對5G將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今年以來，全球各

■ 北美

0.28
0.0001

0.012

0.0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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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2024

2025

各國對華為態度

因為美國的實體名單禁令事情，華為於海外業務全面
受到波及。而在5G市場上，Nokia 成功坐收漁翁之利。據
Nokia官方宣布，該公司5G合約訂單數量已獲得42份5G訂
單。但隨著中國工信部發放4張5G商用牌照後，華為目前
已在全球30個國家獲得了46個5G商用合約，5G基站發貨
量超過 10 萬個，居全球首位。

資料來源：BBC

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完全說不
澳洲、紐西蘭、日本

Association，GSMA）表示，目前，中國的移動產業無論

尚未決定或容許有限度使用
英國、加拿大、荷蘭、越南、印度

響，預計到2025年，中國5G用戶數將超過4.6億，佔到全

沒有限制或已經使用
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南韓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俄羅斯

各國對華為的態度

在產業規模還是技術創新方面都對全球發展具有積極影

球總量的30％。GSMA指，中國全面開啟5G商用時代，將
進一步增強中國對全球5G移動產業鏈，包括終端和網絡的
推動與引領，同時亦將開展各行業的持續5G創新。

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版圖出現洗牌效應

美國政府禁止本國公司與一些會構成「安全威脅」的

然而，隨著華為禁令引發的效應，三星電子及歐洲電

外國通訊業公司合作，矛頭明顯指向中國科技巨頭華為。

信設備製造商（Nokia、Ericsson）在電信市場的銷售額，

與此同時，多家美國科技公司暫停向華為供貨，令華為受

預計將會大幅增加。尤其，三星計畫到2020年，其在全球

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日本、紐西蘭、澳大利亞等都同意禁

5G通信設備市場達到20％的市佔率，應該會很快實現。

止華為參加5G網絡建設，英國、加拿大、荷蘭、越南、印

5G競賽比一比

度等國仍然沒有最後決定。沒有限制或已經使用華為設備
的國家則有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南韓、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及最近才簽約的俄羅斯等。

國家

中國
中國電信、

營運商 中國移動、

美國

南韓

英國

AT&T、
Verizon

SK Telecom、
KT、LG U+

EE、
Vodafone

中國聯通、
中國廣電

全球5G商用合約爭奪戰
中國工信部於6月正式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
聯通、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5G商用牌照的發放，

適用
城市

北京、上海
等40個城市

芝加哥等20
個城市

首爾等城市

倫敦等7個
城市

推行
情況

2019年商用
，2020年普
及

預計2019年
底到2020年
普及

2018平昌冬
運測試，用
戶已達26萬

預計2020年
普及

標誌著中國通信行業正式進入到5G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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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和2019年Q1全球5G設備市占
華為
31.8

三星
6.8

三星
37.0

中興
7.6

2018

估，2020年將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推出5G服務，至2025
諾基亞
8.0

2019/Q1

單位: %

歐洲是華為手機主力市場

單位: %
諾基亞
23.9

愛立信
29.9

愛立信
27.0

華為
28.0

華為公布的全球營收中，其中約6.6％源自美國，雖不
能說是無足輕重，但的確影響有限。在美國對華為充滿不

資料來源：通信設備市場研究機構 Dell'Oro Group

信任感之下，讓華為轉而將資源放在歐洲、東南亞、非洲

全球2015∼2019年5G「標準關鍵專利」數量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SEP)
60000

年全球5G用戶將達到13.6億戶。

以及泛亞地區等海外市場。

53935

50000

華為是目前全球出貨量第二大的智慧型手機品牌業

40000

者。去年華為營收人民幣7,212億元中，手機為主的消費

30000

性業務就占48％，其次是電信設備為主的運營商業務占

20000
11662
10000

2055

2053

2015

2016

4826*

0
2017

2018

2019/Q1

（Source：IPLytics，2019/06）

40％。華為手機有一半是出口到海外地區，歐洲是華為海
外最大市場。
中國這幾年智慧型手機市占率持續下滑，內需衰退，

根據Dell'Oro最新2019年第一季電信設備市場調查，

使得華為不得不另闢戰場，其中歐洲被視為主戰場。根

三星電子（37％），排名第一，華為（28％），愛立信

據Canalys資料顯示，華為2019年第1季手機出貨量5900萬

（27％）和諾基亞（8％）。但在2018年全年，華為在全

支，其中，光是歐洲手機出貨量就有1310萬支，占整體

球移動電信設備市場中佔據首位。三星市佔率會飆升的原

出貨量22％，僅次於中國市場的50％，不只如此，在華

因，除了三家韓國移動通信公司採購三星設備之外，還有

為力推下，歐洲成長力道強勁，西歐成長率48％，市占

Verizon，AT＆T和Sprint等美國主要5G運營商也採用其5G

率24％，排名第2，中歐和東歐成長率129％最高，市占達

設備。特別是，中美貿易戰美國封殺了華為後，三星電子

31％，排名居冠，是最挺華為的兩塊市場。

成為5G設備的首選供應商之一。
具備標準關鍵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SEP）
廠商能收取權利金，當有廠商想跨入5G手機或5G基地台

彭博分析指出，華為智慧手機全球銷售若受阻，三星
將在西歐、中東取而代之，增加12％銷量，推升市佔率2.8
個百分點，其他中國品牌則分食華為新興市場佔有率。

時，需支付權利金給SEP擁有者；換言之，手握SEP專利
具有以更低成本進入該產業優勢，並以較低資本支出建
置5G 網路，這也是為何不論通訊設備大廠、晶片大廠，
都在前期投入大量資源布局SEP，當掌握的SEP重要性越

歐盟電信業者付出550億歐元代價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GSM Association）一項內部

全球 5G SEP 數量排名

高、數量越多，甚至透過交叉授權，可使用其他相關技

華為 (中國)

術。從過去3G和4G專利授權狀況來看，帶給專利擁有者

諾基亞(包含阿爾卡特朗訊)(芬蘭)

高額利潤，而5G可應用的場景更廣泛，包括能源、交通、

LG(南韓)

1554
1427
1316

三星(南韓)

1274
1208

中興(中國)

製造、醫療保健或娛樂等，即5G專利擁有人將能使用於智
慧型手機以外的各種案例。
隨著全球各大行動營運商逐步完成5G網路建置、相關
設備趨於成熟，規模業務模式包括手機終端、路由器、交
換機等設備到位，5G將催生新的產業生態。根據GSMA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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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高通(美國)

819

易利信(瑞典)
551

英特爾(美國)

545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中國)

468

夏普(日本)
207

廣東歐珀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中國)
富士通(日本)

20

資料來源：IPLytics，2019/06

評估報告顯示，禁止華為技術公司和中興通訊參與歐洲5G

封殺華為，5G標準將延遲、高成本及無統一規格

網路建置，歐洲聯盟（EU）電信業者付出代價恐高達550

三大後果

億歐元，且歐盟電信業者恐怕得推遲18個月，才能提供客

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委員會發布《5G生態系統：對美

戶5G服務。報告指出，華為和中興通訊占歐盟行動設備供

國國防部的風險與機遇》（《THE 5G ECOSYSTEM: RISKS

應市場大約4成。此外，華為目前是5G技術領域的先驅。

& OPPORTUNITIES FOR DoD》），該報告指出無線競爭

報告表示，歐洲各大電信設備業者如瑞典易立信

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的全球

（Ericsson）、芬蘭諾基亞（Nokia）與南韓三星（Samsung）

營收從2009年的約280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1070億美元，

在履行北美洲和亞洲的合約之際，無力應付歐洲從3G和

而愛立信、諾基亞等這些傳統市場領軍企業同期營收均有

4G升級到5G的需求。這意味著一旦電信業者無法採用華

所下降。華為、中興通訊、小米、VIVO和OPPO等中國手

為和中興的設備，成本將大幅攀升，時間將大幅拉長。此

機廠商在全球市場份額迅速增長，儘管在美國市場的銷量

外，也會導致歐洲5G網路建置進程落後，5G使用人口減

還比較小，但在使用率和影響力方面仍在迅速增長。

少，並造成歐洲和美國的生產力落差進一步擴大。

2009年，收入排名前十的互聯網公司都是美國公司。
如今，在前十名中，中國企業佔了四個席位。這種趨勢仍

供應網路基礎設施，年營收約300億美元商機
隨著美國加強對華為施壓，愛立信與諾基亞積極瓜分

在繼續，如果中國繼續領先，以5G代表的未來網絡有可能
進一步向中國傾斜。由於華為了掌握全球5G時程，一旦遭

華為智慧手機
在全球市佔率

華為流失的地盤，競爭日趨激烈。以營收計算，諾基亞與

延宕，影響非常大，

愛立信分居全球第2大、第3大電信設備廠商，近幾季逐漸

如果扶植NOKIA、

擺脫虧損，此時搶走華為和彼此的客戶，攸關這兩家北歐

ERICSSON，追上華

廠商能否東山再起。市場研究機構Dell'Oro估計，若排除

為至少要1.5∼2年，

15％

服務，光是供應2G、3G、4G和5G網路基礎設施，就有年

若扶植美國公司思

10％

營收約300億美元的商機。

科，更會落後華為至

華為被認為在5G網路發展上領先群雄，為衡量美方

少5年以上。面對封

圍堵華為成效，市場分析師格外關注5G布建所需的無線

殺華為行動越演越烈

接取網路（RAN）銷售情況，RAN領域包括了基站和天

的趨勢，全球5G標

線等很大一部分5G網絡所需的設備。華為電信設備在美

準恐怕因此延遲推

國吃不開，近年仍在RAN領域迅速成長。根據Dell'Oro數

出，而且成本可能更

據，2016年至2019年，華為在北美以外的RAN市占率提

高，或導致全球沒有

升2至3個百分點；愛立信與諾基亞各滑落約1個百分點，

統一的5G規格等三

合計市占率拚不過華為。除了3大廠商捉對廝殺，三星

大後果。 華

17％

5％
2015

2016

2017

2018 19Q1

2019第一季市佔率
華為
17%
三星
蘋果
21%

12%
小米8%

其他

歐珀8%

資料來源：法新社

（Samsung）RAN市占率也快速提升。

2019年第一季華為手機歐洲出貨量示意圖

對愛立信和諾基亞來說，美國是二者爭鬥尤其激烈的
戰場，因為在2012年一份國會報告將華為列為國家安全風

西歐

■西歐 ■中歐＋東歐

中歐+東歐

市佔率排名第二

市佔率排名第一

險之後，華為幾乎已被擋在美國市場之外。去年夏季，諾

西歐手機出貨量

中歐+東歐手機出貨量

基亞從T-mobile Us Inc. （TMUS）手中接下了一份35億美

720萬支

590萬支

成長率 48%

市佔率

將5G業務授予愛立信，但未披露合約金額。

市佔率

元的5G合約。今年早些時候，U.S. Cellular Corp. （USM）

成長率 129%

24%

31%

資料來源: Cabalys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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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稀土

貿易戰的
關鍵籌碼

稀土（Rare Earth）是17種化學元素的合稱，應用範圍不論在民生工業、新興及高科技產業，都
相當廣泛，舉凡智慧手機、醫療器材、液晶螢幕顯示、光學鏡頭零件、電動車、油電混合車，甚至
航太、軍事產業，都有稀土的存在，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戰略資源。處在美中貿易戰當中的中國，
是否會以稀土做為貿易戰的關鍵籌碼呢?
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6月的報告中，

江西稀土礦時，就引發全球關注。因為這些稀有物質也被

列舉35種對美國經濟和國安至關重要的礦物，包括

用於製造軍事裝備，而全世界大部分的稀土都產自中國。

美

鈾礦、鈦金屬和稀土元素等，這些原料在製作諸如手機、
電腦、飛機、全球衛星定位（GPS）系統上，全都不可或
缺。羅斯也表示，美方將採取「空前行動」，確保對科技
業和軍方極其關鍵的戰略性礦物及稀土供應無虞。美國商
務部警告，中國或俄羅斯出口若停擺，恐引發「相當程
度的衝擊」。美國商務部的報告中也承認，所列出的35種
原料中，有14種完全依賴進口。目前美國所需的稀土，約
80％仍然依賴從中國進口。

中國暗示打稀土牌來爭取優勢，令美國憂心
美國對外國礦物的依賴，早在2010年就引發美國官員
憂心。當時中國因與日本發生外交爭議，下令禁止向日方

稀土是不可再生資源，高科技產品重要原材料
稀土是17種稀土元素的統稱，包含17種元素：鑭、
鈰、鐠、釹、

、釤、銪、釓、鋱、鏑、鈥、鉺、銩、
鐿、鑥、鈧和釔。

稀土

通常可分為輕稀土
和重稀土兩類，重

(Rare Earth)

17種化學元素的合稱，如：鑭、鈰、鐠、釹、鉕、釤、銪、
釓、鋱、鏑、鈥、鉺、銩、鐿、鎦、鈧、釔。

稀土更具價值。稀

【應用範圍】

土元素在地殼中的

舉凡智慧手機、醫療器材、液晶螢幕顯示、光學鏡頭零件
、電動車、油電混合車，甚至航太、軍事產業，都有稀土
的存在。

分佈很不均勻，一

【用途】
稀土能夠加強材料的硬度與韌性，提升耐用度及強度，提
煉出來後是金屬型態，可以做成合金，比一般的金屬更強
韌。

般以氧化物形式存
在，屬於不可再生

【分布】

出口稀土。而這議題最近幾星期更顯急迫，主因是美、中
深陷貿易戰，且有中國官員暗示可打稀土牌來博取優勢。

稀土主要分布中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中國稀土儲
量占全球35%至40%，產量卻占全球60%以上，關鍵在於
稀土產業為高汙染產業。

儲量

產量

美國商務部在這分外界期待已久的報告中承認，美國
面臨被切斷海外稀土供應的潛在危險，「美國在重要礦物

美國
35∼40% 加拿大
俄羅斯

中國

上高度仰賴外國來源和外國供應鏈，可能構成美國經濟和
軍隊一大策略要害。」因此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高調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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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60%

美國
加拿大
俄羅斯

資源。稀土其實並
不稀有，但將其變
成有用的材料，程
序複雜、繁瑣且成
本高昂因此得名

資料整理：中央社

「稀土」。

稀土元素擁有優良的光電磁等物理特性，微量的稀土
元素加入其他材料後，往往可以大幅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性
能，起到「點石成金」的作用，被譽為現代工業的「維生
素」，在冶金、石化、光學、激光、儲氫、顯示面板、磁
性材料等現代工業領域均有廣泛應用。

世界稀土加工業，85％的產能在中國
中國的稀土儲量不僅佔世界總儲量的37％，而且承擔
了世界90％以上的市場供應。據官方數據，中國稀土儲量
居世界第一，也是唯一能提供全部17種稀土金屬的國家。
中國稀土礦產佔全球產出的70％，其餘來自緬甸、澳大利

▲稀土加工領域由中國主導，2018年全球90％的加工生產在中國完成。

亞、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中國官方數據顯示過去5年來

變成有用的材料，程序複雜、繁瑣且成本高昂。全球只有

中國稀土出口幾乎翻了一倍。

2個地方能大規模精煉稀土，分別在中國以及澳洲礦企林

儘管涵蓋17種元素的稀土其實並不稀有，但要將礦物

廠。美國研究機構阿達瑪斯智庫（Adamas Intelligence）的

中國佔稀土開採的主導地位
年開採量(噸)

納斯公司（Lynas Corp.）在馬來西亞關丹（Kuantan）的工

數據顯示，目前世界稀土加工業85％的產能在中國，澳大

數據來源：美國地質調查局

利亞的林納斯公司佔11％。

■中國 ■美國 ■澳大利亞 ■總額

為何只蘊藏全球37％稀土的中國，卻能出口全球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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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在中國完成，另外10％由一家在馬來西亞的澳大利亞公

稀土應用
稀土元素擁有優良的光電磁等物理特性，微量的稀土元素加入其他材料後，往往可以大幅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性能，起到「點石成金」的作用，
被譽為現代工業的「維生素」，在冶金、石化、光學、激光、儲氫、顯示面板、磁性材料等現代工業領域均有廣泛應用。(資料整理：大公報)
雷射（激光）：
．稀土用於製造穩地狀態的雷射，因此在商業、
醫療、太空和軍事都廣廢運用。

顯示：
．銪(Eu)用於電視中顯示紅色和
藍色，鋱(Tb)用於顯示綠色，兩
者再一起顯示光亮白色。

磁鐵：
．風力發電、新
能源汽車、變平
家電、節能電梯
等新興領域對高
端稀土永磁材料
需求日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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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司完成。法國、愛沙尼亞和日本也向美國出口經過加工的

部約占美國稀土需求的1％，而美國則占全球稀土需求的

稀土產品，但他們的原料都來自中國。

9％左右。雷神（Raytheon）、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由於稀土開採加工對環境破壞嚴重，環保成本高

Martin））與BAE系（BAES.L）都生產精密導彈，這些

昂，美國唯一的稀土礦公司，芒廷山口稀土礦（Mountain

導彈的制導系統與感測器都需要使用稀土金屬。洛馬

Pass）也把礦石運到中國去加工。貿易戰開始以後，這家

（Lockheed Martin）公司的F-35匿蹤戰機到導向飛彈、標

公司面臨中國施加的25％關稅。

定目標的雷射等，若要性能充分發揮，都少不了稀土。蘋
果的揚聲器、相機以及能讓手機震動的「觸覺」發動機，

稀土用於哪些產品？

都需使用稀土元素。

稀土用於電動和混合動力車的充電電池、精密陶瓷、
電腦（電腦）、DVD播放機、風力渦輪機、汽車和煉油廠

若無中國「稀土磁鐵」美軍工業恐停擺

使用的催化劑、監視器、電視、照明、鐳射、光纖、超導

中國不僅有稀土金屬可以反制美國貿易戰，還有一項

體和玻璃拋光。有幾種稀土元素，如釹和鏑，對電動車使

更具殺傷力的武器就是「稀土磁鐵」，這是美國國防最具

用的電機至關重要。

關鍵性的元素，幾乎有近2/3要依靠中國供應，一旦斷炊，

部分稀土礦物在軍事設備中不可或缺，諸如噴射發動
機、導彈制導系統、反導彈防禦系統、人造衛星以及鐳
射。例如鑭就是製造夜視裝置所需的元素。
根據2016年美國政府責任署（GAO）報告，美國國防

很可能讓美國整個國防工業面臨停擺的危機。
稀土磁鐵是指由稀土元素合金所組成的強力永久磁
鐵。在永久磁鐵中，稀土磁鐵所能產生的磁場最大，比鋁
鎳鈷合金磁鐵或鐵氧體磁鐵的磁場都大很多。

▼中國的稀土儲量不僅佔世界總儲量的37％，而且承擔了世界90％以上的市場供應。據官方數據，中國稀土儲量居世界第一，也是唯一能提供全部17
種稀土金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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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永久磁鐵是稀土最大單一市場，而中國的產量在

依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中國如對美

世界占比超過90％，美國產業所需更有65％自中國進口。

國禁運稀土，可能損害中國建立多年的供應鏈地位，並讓

稀土磁鐵儘管尺寸小，卻能形成強大磁場，應用範圍包括

日本、南韓等貿易夥伴慘遭池魚之殃，因為美國本土製造

家電、汽車、科技業和軍工業等。

業對中國稀土需求已消失殆盡。

根據花旗集團金屬分析師奧利弗•紐金特的報告，如

中國海關數據顯示，去年美國採購只占中國稀土出口

果禁令擴展到稀土加工製品，特別是磁鐵和馬達，或禁止

3.8％，遠不及日本，也比印度、義大利和西班牙少。關

第三方國家轉運，將會帶來嚴重衝擊。報告指出，中國去

鍵因素在於美國製造業已大舉外移。近10年前，中國以

年的磁鐵出口總額高達17億美元，美國進口總額約3.95億

稀土穩定供應為籌碼，施壓電動馬達磁鐵、發光二極體

美元，其中有2.57億美元產品來自中國。

（LED）等產品製造商將工廠移到中國。如今，還留在美

花旗集團指出，儘管日本和其他國家或許有磁鐵產能
餘裕，可因應中國限制令對美國產業的衝擊，但專家表

國的汽車與航太業者，大多從中國直接進口汽車啟動器、
飛機機翼等完整零件。 華

示，快速因應所需的相關基礎設施和技術知識，規模非常
有限。全球磁鐵生產基地大多位於中國，日本和德國居
次，但這兩個國家仍需自中國進口稀土原料。

稀土主要應用
軍事科技

降低對中國依賴，美國擬協助全球各國提高礦產量
為減少美國在高科技產業關鍵原料對中國的依賴，美
國國務院在稱為「能源資源治理計畫」的簡報中表示，計
劃幫助世界各國開發鋰、銅和鈷等礦產，多管齊下。

．稀土可大幅提高武器製作材料的戰術性能，還
可用做電子、雷射、核工業、超導等諸多高科技
的潤滑液。

醫療器材

根據國務院的計畫，美國將與其他國家分享採礦專業
知識，協助探勘和開發礦產資源，並就管理和治理框架
提供建議，確保這些國家的產業對國際投資者具有足夠吸

．稀土可用於製造永磁材料。每一台應用於醫療
檢查的核磁共振，大概要用到2-5噸稀土永磁。

引力。這計畫有助確保全球能源礦產供應滿足需求；報告
指出，隨著高科技產品日益普及，預期全球需求將大幅成

液晶顯示螢幕

長，2050年時對關鍵能源礦產的需求可能成長近1,000％。

．稀土製成的液晶顯示器拋光粉，廣泛應用於大
型高清螢幕、液晶顯示螢幕及3C手機顯示螢幕
的精密拋光。

國務院官員透露，美國正與加拿大和澳洲展開合作。
此外，美國國防部表示，已與非洲馬拉威的Mkango
Resources公司和全球其他稀土礦商討論供應，尋求供應多
元化，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電子產品
．一部智慧手機在生產過程中至少會用上十餘種
稀土元素和關鍵原材料，包括鎢、釹等。

稀土是否為正確的貿易戰籌碼 中國慎重考量

清潔能源

媒體指出，中國自己也擔心若用稀土作為貿易戰籌
碼，將會因此推動全球範圍內尋找替代能源的高潮。如果
中國選擇禁止稀土出口，將會導致「複雜的後果」，包括
中國自己也蒙受損失，雖然中國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
的損失更大"。

．稀土是製造薄膜太陽能板、高效率風力渦輪發
電機、高級電動車馬達、高容量電池等眾多清潔
能源硬件的核心材料。
資料整理：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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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紐約時報》
數位內容付費制成功範例
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是新聞界實施網站付費牆的先驅之一，經過8年來對於訂閱
制的持續深耕，數位訂戶與營收都大幅增長，已成為數位內容付費制的觀察指標。
著全球數位廣告巿場被社群媒體巨擘臉書

隨

報導的深度與廣度，並努力嘗試提供各種訂戶專屬服務，

（Facebook）和搜尋引擎龍頭Google鯨吞大半，越

提升訂閱價值，是付費牆成果斐然的主因。此外，也歸因

來越多新聞媒體發現，網站若只憑藉流量帶來的微薄廣告

於美國政壇混亂起伏、社內原生廣告部門快速成長、行動

收入，難以維生。因此在美國，近年有大量傳統或原生新

廣告蓬勃發展、以及2016年併購電器行銷公司Wirecutter帶

聞媒體紛紛轉向收費訂閱制。其中以築起收費牆八年來平

來的豐厚營收。

均年成長率達46％的《紐約時報》，是最成功的案例。

事實上，《紐時》自1996年成立新聞網站後，2005年
9月就曾一度推出針對專欄文章的「時報精選」（Times

目標：2025年訂戶增至1000萬名

Select）付費訂閱計劃，每年收費49.95美元。《紐時》知

根據紐約時報公司（New York Times Company）發布

名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曾痛批付費制讓

的數據，2018年，該公司數位產品（包括《紐約時報》網

他少了大批讀者，特別是他的粉絲很多都在海外，「我感

站及app、填字遊戲app、烹飪app）的付費訂戶已超過330

覺和讀者之間的連結被徹底切斷了」。兩年後，《紐時》

萬，較2017年增長27％；若加上實體報紙，訂戶總數已達

決定結束這項收費服務，因為當時業界普遍認為，免費閱

430萬，其中16％來自海外。今年第一季度新增22萬3千名

讀帶來的流量，可吸引的廣告收入會遠超過訂閱費用的營

電子訂閱者，其付費用戶總數上升至450萬。該公司2018

收。

年數位營收已增至7.09億美元，應可實現2020年達8億美元
的目標。《紐時》執行長湯普森（Mark Thompson）甚至

2017年全球數位廣告巿場，近90％由Google

發下豪語，要在2025年讓訂戶增至1000萬名。

和臉書割據

已有167年歷史的《紐約時報》，發展數位訂閱制的

然而，社群媒體興起後，迅速席捲數位廣告巿場，根

營收成長，令人驚異。《紐時》以內容為核心，不斷精進

據美國互動廣告協會（IAB）統計，2017年，全球數位廣
告巿場成長21％，達到880億美元，但其中高達90％的成
長金額來自臉書與Google；而美國的數位廣告巿場，高達
89％是由Google和臉書割據。媒體只倚靠廣告收入，幾乎
已難以存活，也難以遏止標題殺人、新聞品質大幅下降的
惡果。

深耕付費牆，多元優化訂戶專屬內容
2011年，《紐時》建立付費牆（Paywall），當時的策
略是讓中重度讀者付費，一般讀者每月可免費閱讀20篇文
章，超過才須進入付費牆；今日，紐時的每月免費閱讀

30

華商世界∣2019∣第四十二期

元）。一般以為數位媒體的成本遠低於實體報刊，其實硬
體投資與持續研發的支出，與實體報刊恐怕不相上下。
《紐時》也非常重視增加新訂戶，目前有10名員工，
在訂戶訂閱初期的三個月內與他們保持高度互動，鞏固訂
戶的閱讀習慣，建立長期忠誠度。以上種種都突顯《紐
時》致力讓訂戶一付費就感受到價值，而且報社各部門的
工作都以訂閱制的商業模式為重心。

推出紙本周日版兒童專刊 大獲好評
在全力發展數位訂閱的同時，《紐時》也沒有忘記實
體報紙的發揮空間。2017年，《紐時》實驗性推出紙本周
日版兒童專刊，獲得如潮佳評，許多孩童透過家長寫電
郵、甚至在網路連署請《紐時》常態性出版。同年底《紐
時》終於為訂戶推出了每月一期、只有紙本沒有數位版的
兒童專刊。

堅信維持新聞內容品質與可信度
《紐時》發行人家族第五代、現年38歲的A.G.
Sulzberger去年初接班成為發行人後，與兩位表兄弟共同主
文章數已減為5篇，美國許多地方報或八卦小報的免費文

導報社發展走向，而他們的策略似乎奏效。美國許多報社

章數甚至只有1至2篇，顯示愈來愈多媒體不再單純仰賴廣

即使在掙扎求生時，仍堅信要維持新聞內容的品質與可信

告，而是用收費訂閱制自救。

度，才能讓讀者買單，《紐時》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編輯

多年來，《紐時》致力開發各種不同的訂閱方案和套

部員工始終維持在1300人左右，即使是財務困難時也未減

裝產品，目前的網站訂閱基本方案是每周2美元，但有各

少；到了去年，《紐時》數位營收接近2011年的3倍，更

種可加價訂閱數位食譜或填字遊戲app的方案。目前，光

一舉增聘120名記者，編輯部編制擴大至該報史上最高的

是填字遊戲的訂戶就達25萬人。《紐時》訂閱制的另一成

1600人。

功策略是增加與訂戶的互動，包括為訂戶提供特別的活

相形之下，曾是新媒體指標的Buzzfeed新聞網站在

動或體驗，例如涵蓋各領域的「您問、專家答」專欄；近

今年1月宣布裁員15％，約220人；HuffPost母公司Verizon

期尤其關注運動與營養，請來許多專家為訂戶解答相關問

Media也要裁掉媒體部門7％的人力，相當於800人；另一

題。

重要新媒體Vice Media也將裁員10％。

數位廣告營收達1億300萬美元，首度超越紙媒

提高產品品質、開發訂閱制產品、維護訂戶忠誠度

廣告營收

研究訂閱制的丹麥專家漢森（Morten Suhr Hansen）建

此外，《紐時》也在去年第四季樹立了另一個里程

議，媒體若想效法《紐時》成功發展訂閱制，首先必須將

碑：數位廣告營收成長23％，達1億300萬美元，首度超

所有重心放在提高產品品質以吸引訂戶，此外也要持續開

越紙媒廣告營收（紙媒廣告營收萎縮10％，為8800萬美

發訂閱制產品，並努力維護訂戶的忠誠度。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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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祭出新著作權法
科技業強烈反彈
歐洲議會3月通過新版《著作權指令》，為作家和藝術家提供更多的創作權和收入保障，但有批
評者認為，此一措施恐對美國科技巨擘造成深遠影響。
盟和各國正採取一系列法律行動及頒布新規，試圖

歐

根據新修訂的《著作權指令》，每月用戶超過500萬人

約束稱霸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美國科技巨人。為了讓

的科技公司與社群平台若使用歐洲音樂藝術產業的作品內

法律更符合現今數位時代的需求，歐盟執委會自2016年

容，必須先取得播放許可執照，未得到播放許可的內容則

開始討論修訂2001年通過的《著作權指令》（Copyright

一律下架。此外，社群平台就算沒有刊登完整文字內容，

Directive），而歐洲議會於3月通過新版《著作權指令》，

但只要刊出一小段或一句話，出版業都能索取版權費用，

擴展該指令第13條保護範圍，未來出版業和音樂產業可以

而媒體業的「鄰接權」（neighbouring right）也受到保障。

向網路播放索取版權費用，儘管新規尚未正式成為法律，

「鄰接權」是在傳播作品中產生的權利。作品創作出

但已引起科技業強烈反彈，甚至認為此舉恐會造成網路審

來需在公眾中傳播，傳播者傳播作品而產生的權利被稱為

查。

著作權的鄰接權。
不過修訂內容隨即引發反彈，社群平台不僅要主動

登一句話也有版權，出版業可要賠償

移除所有未獲得版權許可的內容，刊登的新聞還牽涉

新著作權法重點在於迫使谷歌、YouTube和臉書等網

其內容使用資訊引用版權。代表谷歌（Google）、臉書

路領導企業必須就刊登內容取得版權證明，並負起違反著

（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科技巨擘的歐洲貿易團體

作權法規定內容的下架責任。

EDiMA執行長拉姆利（Siada El Ramly）直言，新規定內容

▼歐盟和各國正採取一系列法律行動及頒布新規，試圖約束稱霸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美國科技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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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解讀空間，實施後可能會掀起許多司法訴訟。

EFF）特別顧問、暢銷小說作家達克特羅（Cory

針對修訂《著作權指令》，支持與反對雙方都積極遊

Doctorow）表示，版權過濾系統會造成糟糕後果，像是攝

說歐洲議會，創作產業堅持網路平台播放作品，應支付

影師拍攝的全新照片中，若背景有任何具版權保護的內

合理版權費用。「這是歐洲創作產業的空前勝利」，歐

容，都可能被過濾系統刪除，「這就像是撒下大網抓鮪

洲作家與作曲家版權保護組織GESAC主席拉森（Anders

魚，然後毫無在乎海豚也會被網困住」。

Lassen）表示，「創作者現在可以行使權利，像YouTube這
類平台索取公平的版權費用」。谷歌則表示：「新規仍存
有法律爭議，且會損害歐洲的創作與數位經濟。

若順利通過將於2021年正式生效
該項修法於2016年就開始推行，點燃臉書、谷歌及藝
人與媒體業者等正反陣營的激戰。部分人士批評，此舉扼

有錢大網站才能「遵守」新規

殺網路自由和創造力。

EDiMA執行長拉姆利批評，新規「試圖強迫開放平台

谷歌尤其對修法抨擊最為強烈，因為新法威脅其

只能有取得播放許可的企業，弱化歐盟公民的言論自由與

YouTube的影片分享服務與谷歌新聞平台的商業模式。谷

隱私權等基本保障」。未來只要在影音網站YouTube上傳

歌發言人則表示，新版權法已較舊版有所改善，但仍有導

影片，或在社群網站Reddit分享文章，這些社群平台都會

致法律不確定性的疑慮，並對創意產業和數位經濟帶來衝

被視為未取得版權，因此社群網站有更大的責任去維護著

擊。「重點在於一些細節部份，未來在落實新法方面，我

作版權，不少小型社群網站抱怨，只有財力雄厚的大型網

們也期待與決策官員、出版商、創意作家與版權所有人共

站才有辦法「遵守」新規。

同合作」。

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也反對新規，該組織執行

新規定尚未正式立法，歐盟成員國2月通過初步草

長葛彥斯（Monique Goyens）說：「消費者要承擔新規帶

案，現在通過的內容要再經由各會員國國內法化，預計

來的影響，他們曾大聲表達關切部分，歐洲議員卻選擇無

2021年生效，但若各成員國寫進法規的嚴格程度不同，將

視。」

引發另場爭議。

德國反對，法國力挺

歐盟改變遊戲規則

持反對立場的德國歐洲議員芮達（Julia Reda）稱，通

歐盟向來試圖保護的歐洲文化以及內容創作人。在

過新規這天是「網路自由最黑暗的一天」。由於網路平台

2020年以前，像Netflix及YouTube等網路平台需確保在歐

必須與創作產業協商，取得版權才能播放作品內容，芮達

洲播映的節目中有三分之一是當地節目。為了保護創作人

憂心創作產業有過大的權利，並強調「演算法無法分辨真

與出版商，新規定要求網站向版權所有人付費，算是開闢

正侵犯版權的內容及仿作」。另外，這個周末德國45個城

一條創作人向平台收錢的管道。新規也要求YouTube等平

市共約20萬人上街抗議，表達反對新規的立場。

台檢視上傳內容是否侵權，引發人們對新型審查方式的疑

法國長期以來支持翻新著作權法，以保護歐洲藝術產

慮。

業。法國文化部長希斯特（Franck Riester）說，這是藝術

歐盟正樹立規則以約束科技企業的營運模式。歐盟法

家、記者、歐洲企業和公民的重要勝利。他說，「歐洲全

院在2014年判定民眾在網路上享有「被遺忘權」，意謂民

面且堅定地參與數位革命，同時保留其文化主權」。歐盟

眾可以要求在搜尋結果中，移除他們相關的過期或不妥內

執委會主席容克的發言人指出，該措施為歐盟試圖收回數

容。這項權利爾後納入更全面的「一般性個資保護規則」

位領域控制權的一部分。

（GDPR），用以規範網頁使用戶數據的方式，像是需事

美國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先取得當事人明確同意才能收集個資。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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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大跨界
押注數位訂閱服務
蘋果公司3月在總部舉辦一年一度的春季發表會，全面著重「軟體內容」，發布Apple News+、
Apple Card、Apple Arcade、Apple tv+等四大應用內容服務，象徵著蘋果公司的重大戰略轉變。
果公司（Apple）早在十年前就理解，硬體將不會一

蘋

來，就好像電影哈利波特裡會動的魔法報紙一樣。

直是主要利潤來源，蘋果推出iTunes、App Store，

這項服務也被稱作是新聞版Netflix的Apple News+，

目的在於培養使用者習慣，現在正是蘋果內容營收邁入起

收費機制為每月9.99美元，只要訂閱就可以閱覽數百本雜

飛的時刻。

誌，而且家族共享可以不必額外收費，即日起將在美國與

為了更進一步走進消費者生活，蘋果春季發表會發
表一連串訂閱服務，從Apple News+新聞雜誌訂閱、Apple

加拿大推出，且第一個月免費。Apple News+會即時在App
更新，用戶也能在所有iOS和MacOS裝置上享受得到。

Arcade遊戲訂閱、Apple TV+原創影片訂閱服務到Apple
Card等四大服務，各個都引人注目。蘋果發表會抓住了全
球最有影響力的許多內容到自己的「大平台」，清點旗下
內容服務，新聞、遊戲、影視甚至金融「全都要」。

Apple Arcade：任何載具的遊戲中心
蘋果App Store的出現改變了軟體應用生態，眾多免費
與付費應用程式為全球開發者帶來活力與實質獲益，現
在除了可說收錄了近30萬款免額外付費和付費遊戲的App

Apple News+：數百本雜誌300元看到飽
蘋果誕生三年的Apple News已經是全球第一大新聞

Store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遊戲平台，iOS裝置也可說是世
界上最多人使用遊戲載具。

App，這一次新推出的Apple News+主要不只雜誌，合

擁有10億玩家的Apple Store可說是世界大遊戲平台，

作對象還包括National Geographic、WIRED、The New

現在，蘋果更進一步推出Apple Arcade獨家遊戲訂閱服

Yoker、Wall Street Journal、Rolling Stone及The Skimm、

務，首波推出100多款獨家遊戲，只要訂閱就能下載所有

TechCrunch、洛杉磯時報等300多個內容供應商，不僅閱

的遊戲，並且可以跨裝置離線遊玩。這些遊戲沒有廣告、

讀格式以更適合行動裝置的方式呈現，雜誌封面也會動起

沒有加值購買機制，家庭共享免加費用。此外，所有遊戲
都可以使用離線玩，遊戲進度則是會保存在雲端，可以在
各種裝置無縫接續遊戲。雖然 Apple 強調這些遊戲可以在
PC、平板、手機等裝置遊玩，但是以畫面以及獨家的項目
看起來，應該是屬於高品質手機遊戲，和各家遊戲平台目
前強調的 PC 遊戲非常不同。2019年秋季，Apple Arcade將
透過iOS、macOS與tvOS上App Store的全新標籤頁，在150
多個國家推出。
業界認為，蘋果累計已賣出數億台iPhone、Mac、iPad
等產品，遊戲又是當下最夯的市場之一，Apple Arcade採
訂閱制、主打跨裝置遊玩，未來伴隨數億台蘋果硬體終端
而來的商機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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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接下來會在美國幾個大城市支援交通卡功能。發表會
上，蘋果首度推出信用卡Apple Card，Apple Card可以直接
在App內申請，而這張Apple Card也有實體卡，針對不能使
用Apple Pay的店家，消費者也可以直接用實體卡刷卡。
Apple Card與高盛、萬事達卡合作發行，Apple Card會
存在Wallet應用程式內，也具備支出追蹤等記帳功能，消
費地點也整合Apple Maps。在3月發表會發表虛擬信用卡
服務Apple Card，聲稱將改變信用卡的使用體驗，不只能
買東西，還能用來追蹤支出紀錄，更每天提供用戶現金回
饋。蘋果表示，希望更進一步推進Apple Pay的體驗，並找
到另一個能改變支付方法的機會，也就是信用卡。
而且，Apple Card的用戶能每天收到現金回饋，蘋果
稱之為「Daily Cash」。蘋果表示，會回饋給用戶「真正
的現金」，用戶能轉給朋友或根據Apple pay的收支紀錄，

Apple tv+：搖身整合影視頻道的App
蘋果進軍原創內容備受各界矚目，Apple tv過去只是
一個硬體裝置，現在，Apple tv+以App 形式推出，整合傳

用於其他網路或App的交易，用戶每交易一次，就能取回
2％的現金，若在蘋果商店買東西，回饋幅度更達3％。可
惜目前僅在美國推出。

統電視、運動、電影頻道，甚至還有 Hulu 串流服務，讓

蘋果表示，Apple Card的利率比較低，就算繳費期限

觀眾能在同一個App無縫觀看內容，並依需求選擇訂閱不

過了卻忘記繳錢，也不會有額外罰款利率，Apple Card沒

同服務或頻道，而且無廣告，支援離線收看並強調優秀的

有逾期費用（late fees）、沒有年費（annual fees）、沒有

畫質與音質。家族共享依然不加價。新介面與內容已上

跨國費用（international fees）、也沒有超額費用（over-

線，三星、LG智慧電視均將支援Apple tv+ App，今年秋季

limit fees），但蘋果並未提供確切利率水準。

以後，也可在Mac、Apple tv、Roku、Amazon FireTV收看
Apple tv+內容。

別小看蘋果服務，比iPhone事業還值錢

這套影片串流服務，內容有獨家的綜藝節目、紀錄

Piper Jaffray分析師歐森（Michael Olson）認為，蘋

片，還有J. J. Abrams、史蒂芬史匹柏、奧塔薇亞史班森等

果的服務事業價值不菲，甚至可能已經比這個iPhone製

人所製作的電影，預訂今年秋季登場。蘋果也對現有的

造商的硬體事業還要值錢。他表示，運用分類加總估值

Apple TV app新增 Apple TV Channel的新功能，讓用戶付費

（SOTP）分析法，他了解有更多原因促使蘋果致力於把

選擇喜歡的頻道，而非整套內容，此做法和其他有線電視

重心轉向服務，因為「用可比較公司平均本益比估值法分

和網路TV不同。Apple TV將納入 HBO、Starz、CBS等頻

析，顯示現在蘋果服務部門其實比產品部門更有價值」。

道。付費方式尚未公布。

歐森說，若以有常態收入公司的行業本益比來估算，
蘋果服務事業可能價值5,000億美元左右，高於硬體產品事

Apple Card：無手續費、無國際刷卡費

業估計約4,000億美元的價值。他說：「我們相信，在2019

蘋果向來是產品公司，但從推出Apple Pay就跨入了

年度，投資人會愈來愈聚焦於服務，以及服務營收的成長

金融的世界。目前，Apple Pay已突破100億次交易，除了

潛力，這將使投資人更樂觀看待高邊際收益的成長，並驅

在澳洲等市場有亮眼市佔，還有部分城市的交通卡整合，

動本益比小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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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押注數位訂閱服務

服務在設計之初都把「維護用戶個資的私密與安全」納

依據巴隆周刊（Barrons）報導，蘋果公司進軍影片

入考量。蘋果全球行銷資深副總裁席勒在發表「Apple

串流服務並大舉翻新「Apple News」，再次凸顯科技業

Arcade」遊戲服務時強調，蘋果的資金「重視用戶隱私，

為追逐高利潤營收，正紛紛轉向「數位訂閱」（digital

且不會放廣告，也不需要額外加購」。

subscription）模式。
由訂閱計費與收帳資訊服務公司祖睿公司（Zuora）最

數位訂閱是趨勢，歐美亞7年銷售額增3倍

新公布的「訂閱經濟指數」（Subscription Economy Index，

訂閱經濟（Subscription Economy）在這幾年成為新興

SEI）顯示，過去七年來，數百家採取訂閱模式的企業營

的商業模式，大幅革新了企業的收費方式，訂閱制能帶來

收平均成長321％。這項調查報告一年發布兩次，根據每

穩定的現金流與較低的進入門檻。

季數據編製而成。

蘋果公司推出Apple News+訂閱服務，號稱「新聞版

祖睿公司首席數據科學家高德（Carl Gold）表示，訂

Netflix」，搶佔市場能否成功有待考驗，但毋庸置疑的

閱營收的成長速度比一般公司的營收成長快得多，年複合

是，數位訂閱已是大勢所趨。雲端訂閱平台供應商祖睿

成長率達18.1％，是標普500公司年複合成長率（3.6％）

（Zuora）最新公布的訂閱經濟指數（SEI）顯示，過去7

的五倍。他說，訂閱服務「先是消費者有需求，然後轉向

年，訂閱經濟在歐美和亞洲的銷售額成長逾300％。

企業」。

為了生存，近年媒體開始修正商業模式，在廣告、訂

高德說，採取訂閱服務模式的公司，過去兩年來每年

閱制和分級收費間求取平衡。擁有《紐約客》、《GQ》

顧客流失率維持在25％，低於2016年的30％，而這股「訂

等多家雜誌的康泰納仕（Conde Nast）也宣布，要把旗下

閱經濟」風潮正迅速從美國蔓延至海外，在歐洲和亞洲生

雜誌所有的文章都納入付費牆機制，部分原因是《紐約

根茁壯。

客》2014年底推出的計量付費牆（metered paywall）頗有

顧能（Gartner）預測，到2023年，直接對消費者銷售
的公司中，有四分之三將提供訂閱服務。顧能發現，70％
的機構已布署這類服務，或正在認真考慮中。

斬獲，去年創造約1.15億美元營收，3年來成長69％。
許多公司靠著訂閱制成功翻轉網路產業，像是
Spotify、Amazon、微軟的Office 365 與Adobe 產品，接下
來蘋果公司也要推出新聞、遊戲及影視訂閱服務，但推出

蘋果服務業營收將突破1,000億美元

訂閱制最具知名的還是「Netﬂix」。

以蘋果公司為例，這家iPhone製造商在最近兩次財
報法說會上，已把營運焦點轉而聚焦於欣欣向榮的服務

金融時報、紐約時報 實施付費牆機制成功

部門，並大舉押注於訂閱服務，包括影片串流、新聞與

包括《金融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

遊戲，並推出新的信用卡，設法藉由衝高服務營收彌補

報》與《紐約時報》等媒體都是數位訂閱成功的先行者。

iPhone銷售減緩之不足。摩根士丹利分析師胡伯蒂（Katy

實施付費牆機制多年的英國《金融時報》去年秋天宣布可

Huberty）預測，到2023年，蘋果的服務業營收將突破

望提前一年，在今年達成百萬付費訂戶目標。該公司有93

1,000億美元。

萬名付費會員，近80％是數位會員。

蘋果強力推動訂閱服務的另一大好處是：這類服務可

紐約時報公司（New York Times Company）發布的數

容許蘋果避免採用依賴廣告的商業模式，以免像臉書、

據，2018年，該公司數位產品（包括《紐約時報》網站及

Google那般因用戶個資的蒐集與管理而惹麻煩上身。

app、填字遊戲app、烹飪app）的付費訂戶已超過330萬，

蘋果執行長庫克頻頻宣稱，保護用戶隱私是蘋果產
品與服務的一大賣點。他在發表新服務時，重申每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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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2017年增長27％；；若加上實體報紙，訂戶總數已達
430萬，其中16％來自海外。

傳統媒體品牌開創出新天地，新
創媒體也找到自己的新藍海，維持穩
定的財源與營運，例如標榜「解釋性
新聞」和垂直型頻道的VOX 、推出類
似Twitter短圖文的Axios新聞、採純訂
閱制的矽谷產業報導The Information、
全美擴張最快的體育媒體The Athletic，
以及長住台灣的科技產業專家湯普
森（Ben Thompson）所創立的部落格
Stratechery。
免費內容當道，如何讓讀者甘願付
費看新聞？來自台灣、白手起家的矽谷
金童，同時也是Zuora執行長暨聯合創
辦人左軒霆（Tien Tzuo）認為，數位新聞不死，只要媒體

閱人數，於2018年正式超越有線電視訂閱人數。於2018

繼續創造人們會想看、願意訂閱的內容，新聞業就會好起

年，全球線上串流影音服務訂閱人數為6.13億人，較前一

來。

年增加27％，反觀有線電視訂閱人數下降2％，來到5.56億
人，串流影音訂閱人數正式超越有線電視訂閱戶。

線上影音串流竄起，2018年訂閱數正式超越有
線電視

然而，根據MPAA數據，目前娛樂市場資金還是集中
在有線電視上，全球有線電視於2018年的總營收為1,180

根據IHS Markit統計，全球線上影音服務的訂閱人數

億美元，接著是衛星電視，排名第三才是串流影音。而在

於2018年達到6.13億人，正式超過有線電視訂閱人數的

收看時數上，美國人有80％的電視時間在觀看有線電視，

5.56億人，在2017年有大約27％的觀眾拋棄有線電視，投

70％使用串流影音。

入線上影音服務的懷抱。
此外，IHS Markit也發現，線上影音服務影響到的不

無論如何，此數據還是顯示串流影音正在逐漸顛覆既
有的電視娛樂市場。

只是有線電視，甚至連電影院也遭到波及。在2018年，全
球觀眾上戲院看電影大約花費411億美元，但花在觀看線

蘋果戰略轉變，擺脫硬體銷售、提升軟體與服務

上影音或是下載影音內容的金額則達426億美元，更慘的

應用

則是影音光碟市場，跟2014年相比直接腰折，來到僅131
億美元的水準。

蘋果這次的發表會並未發表iPhone SE 2、AirPower等
新硬體，反而一口氣抓住了雜誌、遊戲、影音的訂閱市

面對這塊還有蓬勃發展潛力的市場，從媒體產業到科

場，而且直接進攻金融領域推出信用卡，加上最後自製內

技產業都躍躍欲試，也宣告未來幾年線上影音服務產業將

容的眾星雲集，最新流行的各領域訂閱商業模式都跟上一

成為殺戮戰場。

波，也可見在硬體碰到瓶頸，iPhone 銷售主力榮景不再的
轉型意圖，凸顯蘋果全力擺脫硬體銷售、提升軟體與服務

全球串流影音訂閱數超過有線電視，市場成長34％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最新資料顯示，全球串流影音服務的訂

應用的策略。
蘋果公司擴大涉足娛樂、金融服務、新聞和遊戲領域
的新產品，象徵著該科技巨頭的重大戰略轉變。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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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雲

黑人美肌關鍵技術
讓傳音手機稱霸非洲市場
非洲市場上，幾乎每秒鐘就會售出一部深圳傳音控股旗下品牌手機，該公司已躋身全球最大手機
製造商行列。
「非洲之王」之稱的深圳傳音控股份有限公司，近

有

在全球市場的手機銷量排名第四。2018年非洲第三季智慧

年在非洲銷售極佳，已超過韓國手機龍頭三星及華

手機市場中，傳音公司出貨量還是位居龍頭，獲得34.9％

為公司，成為非洲銷量最大的智慧型手機公司。價格便宜

份額，三星電子名列第二，獲得21.7％，華為公司則獲得

向來是外界認為中國產品占優勢的原因，但創立僅12年的

10.2％份額，位居第三。

傳音，把所有資源投入非洲市場，專門為非洲人研發的手
機，成為稱霸非洲手機市場的原因。

低研發成本搶佔非洲市場
傳音控股並非通過銷售炫酷的智能手機而主導這個擁

每秒鐘售出一部傳音旗下品牌手機

有12億人口的市場。相反，該公司主要銷售功能手機，即

深圳傳音控股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傳音成立於

非智能手機，價格低至10美元。去年其1.33億部手機出貨

2006年，旗下擁有新興市場知名手機品牌TECNO、itel

量中約70％是非智能手機。依據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傳

及Infinix，還包括售後服務品牌Carlcare、智慧配件品牌

音在非洲市場的佔有率為48.71％，去年營業收入221.72億

oraimo及家用電器品牌Syinix。如今在非洲市場上，幾乎每

元人民幣，當中智能手機及功能手機毛利率均在24％左

秒鐘就會售出一部該公司旗下品牌手機。同時也不動聲色

右。而其研發成本極低，該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研發投

地躋身全球最大手機製造商行列。

入金額分別為3.85億元、5.98億元及7.12億元，研發投入在
營收中分別僅佔3.31％、2.99％及3.14％。這樣低比例的研

手機功能在地化

發成本，才能讓其手機可以低價搶佔非洲市場。

其實傳音能稱霸非洲，其中關鍵技術是推出專為黑人

這個策略到目前為止行之有效，推動傳音控股成為以

打造的美肌演算法，讓傳音的用戶瞬間大幅成長，稱霸非

出貨量計全球第四大手機製造商。由於收入低和網絡差，

洲手機市占率。由於非洲民眾為了避免使用不同電信門號

多數非洲人仍在使用功能手機，功能手機佔去年非洲手機

而產生高額費用，大多都會使用2張以上的SIM卡；對此，

出貨量的60％左右。

「傳音」嗅出了商機，推出符合當地需求的雙卡機、三卡
機，另外用多個品牌實現了全方位覆蓋。

智能手機提升傳音控股利潤

此外，傳音同時還大力發展移動網路應用業務，例如

不過，這種情況可能改變。國際數據公司（IDC）預

針對非洲音樂，開發了音樂播放器「Boomplay Music」，

測，今年智能手機出貨量將增長5.4％，而功能手機出貨量

這款 App 獲得了2017年度非洲最佳移動應用程式獎。截至

將下降5.1％。這對於傳音控股來說將是好消息。雖然該

2019年3月，該 App 全球用戶數已超過4000萬。

公司銷售的功能手機數量遠遠超過智能手機，但後者帶來

傳音於2017年時，在全球銷售了將近1.3億台手機，出

的收益遠遠超過前者：2018年該公司七成收入來自智能手

口量居中國大陸手機企業第一；據IDC數據顯示，2017年

機。當用戶升級手機時，對傳音的品牌認知可能促使他們

傳音控股旗下各品牌手機在非洲的市場總份額排名第一，

繼續選擇該公司的手機。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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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行動閱讀商機
飆至169億人民幣
中國資料研究機構比達諮詢發佈《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移動閱讀市場研究報告》。報告顯示，移
動閱讀市場已經進入到全景生態流量時代，其中超級APP成為增長最快的移動閱讀管道。由閱文、掌
閱、阿里文學瓜分流量市場的前三名。此外，青少年用戶更偏好透過超級APP和小程式進行閱讀。
國知名第三方數據研究機構比達諮詢（BigData-

中

Research）發布《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移動閱讀市

口紅利逐漸消失，各
中國2012～2018年
網路文學用戶規模與成長率

場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去年行動閱讀市場規模達到169.3

大平台正在積極將流
量擴展到整個生態，

年代

用戶規模(人)

同比
成長率

2018

4億1017萬

8.6%

2017

3億7774萬

13.4%

2016

3億3319萬

12.3%

中國行動閱讀市場2017年已達140.2億元，較2016年的

2015

2億9674萬

1%

閱讀App仍是傳統閱

118.6億元成長18.2％，同時也是2012年市場規模的4倍；到

2014

2億9385萬

7.1%

讀的管道，但超級

2013

2億7441萬

17.6%

2012

2億3344萬

無資料

App是未來流量成長

億元（人民幣），由「閱文」、「掌閱」、「阿里文學」
等平台瓜分流量市場的前三名；用戶規模達7.3億人，其中
網路文學用戶規模達4.1億人。

了2018年底，市場規模再成長至169.3億元，同比成長率仍
有19.8％。分析認為，中國娛樂產業近期發展順利，以品

以觸及更多用戶與市
場。
分析指出，雖然

的潛力入口之一。在

資料來源：比達諮詢

牌為核心的產業鏈收入是市場成長的重要因素。

今年第一季的行動閱
讀用戶使用率中，超級App達到35.6％，僅次於閱讀App，

用戶規模，成長趨緩

是成長最快的應用程式。

用戶規模方面，中國2012至2018年間的行動閱讀用戶

行動閱讀流量市場規模方面，閱文集團憑藉著強大的

規模成長趨緩。其中，2017年用戶規模增長至7.1億人，

內容資源、QQ閱讀與微信等軟體優勢，占據25.8％的流

同比增長4.4％；2018年用戶規模達7.3億人，成長率僅

量市場，位居產業龍頭；掌閱科技擁有App、電子書閱讀

2.8％。分析指出，中國網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且遊戲、

器等多元流量加持，市場份額也達到20.3％；阿里文學則

影視、動漫等多種娛樂方式分流閱讀用戶，導致成長遭遇

掌握天貓讀書、妙讀等閱讀App，還擁有優酷、UC等超級

天花板。

App，瓜分20.1％的市場份額；連尚文學、米讀小說分別
以9.5％、 8.7％的份額，名列市場第四位、第五位。 華

閱讀App占流量一半
在中國今年第一季的行動閱讀全網流量中，獨立閱讀
App為整體貢獻50.4％的流量，占據排行榜第一位；「超
級App」則占13.5％，位居第二名。超級App是指每位民眾
手機必裝的App，每日活躍用戶數量基本上超過1億人次，
例如中國的微信、QQ、百度、淘寶、支付寶等。
行動閱讀憑藉著內容、版權、管道等優勢，逐漸成為
超級App的標準配備。比達諮詢分析師指出，隨著網路人

閱讀APP貢獻一半全景生態流量，閱讀已成超級APP內容標準配備
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移動閱讀全景生態流量中，閱讀APP以50.4%的流量占比排第一位，超級APP
占比13.5%，手機預裝占比12.9%，小程序占比12.4%，而H5/WAP占比8.6%。閱讀APP作為傳統網
文閱讀管道，貢獻了一半的生態流量，而超級APP成為移動閱讀生態流量最具增長潛力入口之一，
閱讀已成為超級APP的內容標準配備。
2019Q1中國移動閱讀全景生態流量結構
其他2.2%

H5/WAP
8.6%
小程序
12.4%
手機預裝
12.9%
超級APP
13.5%

閱讀APP
50.4%

超級APP，是指日活躍用戶數量（Daily Active User
，DAU）超過1億，已成為用戶手機上：「裝機必
備」的基礎應用，如：微信、QQ、百度、淘寶、支
付寶、今日頭條、WIFI萬能鎖匙、UC瀏覽器、QQ
瀏覽器、愛奇藝、騰訊及優酷等等。
超級APP致力於構建環境生態圈，對於內容建設尤
為重視。超級APP憑藉其流量優勢吸引閱讀廠商入
駐，並透過小程序為閱讀廠商大件流量入口，為閱
讀廠商提供流量的增量空間。超級APP成為閱讀廠
商全景生態流量體系的重要組成。

資料來源：比達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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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版阿里巴巴

Jumia的上市詐欺疑雲
非洲最大電商平臺Jumia於4月12日在紐約證交所掛牌，成為第一家進入紐約證交所的非洲科技
公司。其業務覆蓋非洲14個國家，是非洲最大電商平台，也常常被稱為非洲的亞馬遜或阿里巴巴。
但上市一個月即被知名做空機構香櫞研究公司（Citron Research）指其為證券詐欺。
洲首家科技獨角獸，電商平臺巨擘Jumia，總部位於

Poignonnec還表示，在非洲有很大的機會，因為很多人還

奈及利亞，2019年4月12日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發行

沒有體驗過網上購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Euromonitor

價14.5美元。上市首日股價飆升74.72％，上市一週內，股

統計，Jumia 覆蓋的14國家GDP占非洲總體GDP的 72％，

價更衝高至47美元。但上市僅僅四周，知名做空機構香櫞

消費支出占非洲總消費支出的74％，移動互聯網用戶占非

研究公司（Citron Research）即發布12頁報告，稱非洲電商

洲移動互聯網總數的77％。

非

Jumia的業務已經停滯，指它花光10億美元融資後，將吸
金遊戲轉移到美國市場。

尼日利亞是Jumia最主要市場：當前尼日利亞GMV占
公司總GMV的28.6％。埃及及西非地區分別占20.5％及
18.9％。

第一家上市的非洲獨角獸公司
Jumia成立於2012年，是第一家上市的非洲獨角獸公
司。依據Jumia提供的文件顯示，Jumia業務成長快速，自

然而，Jumia的電商業務還有很大增長空間。據
Euromonitor統計，當前非洲僅有1％的零售以線上形式進
行。而在中國，大約有24％的零售都在網路上完成。

2012年創立以來，業務觸角已深入14個非洲國家，販售的
商品從蘋果電腦到華為手機，再到寶僑（P＆G）紙尿布和

目標是成為亞馬遜或阿里巴巴的頂級電商

耐吉球鞋。Jumia的線上商場擁有8.1萬名活躍商家，也提

Jumia的理念是用技術向用戶提供創新、便捷及實惠的

供飯店和機票預訂、線上分類廣告和食品外送服務。由於

服務，從而提高非洲人民日常生活品質，同時用自己的平

非洲的網路連接不穩定，銀行對賣家和消費者貸款條件嚴

臺幫助當地企業更好聯繫與服務非洲使用者。

格，Jumia大部分的經濟基礎架構都是該公司從頭打造，

儘管Jumia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目標是成為亞

包括付款平臺JumiaPay，Jumia也接受貨到付款。截至2018

馬遜一般的頂級電商，但中國還是習慣將Jumia比作是非

年第四季度，Jumia擁有400萬活躍客戶。

洲的阿里巴巴。從目前的規模及業務模式來看，Jumia更
像是阿里早期的淘寶。

電商業務在非洲有很大增長空間
Jumia首席執行官Sacha Poignonnec表示，由於非洲大
陸基礎設施效率低下，電子商務在非洲的困難在於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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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頭機構香櫞 指控Jumia證券欺詐
Jumia上市一個月（5月9日美國時間），著名空頭機

構香櫞研究公司（Citron Research）的主編安德魯·萊福特

組成的電商物流基建服務Jumia Services。

（Andrew Left）發佈做空報告，直指Jumia公司存在嚴重

不過，從2012年成立至今，Jumia尚未實現盈利。2018

的欺騙行為：在香櫞過去18年發佈的報告中，從未見過像

年運營虧損1.69億歐元（約1.94億美元），年度淨虧損為

Jumia這麼明顯的欺騙行為。

1.7億歐元（1.95億美元），均超過全年營收1.39億歐元。

報告指出，Jumia在今年3月遞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但由於非洲人口眾多、互聯網基礎尚未完善、電商業務也

會（SEC）的IPO招股書，與其2018年10月給投資者的一

才剛剛起步，所以外界普遍看好Jumia，認為其未來具有

份保密報告中數據存在“實質性的差異”。例如，Jumia

很大的成長空間。

給投資者的報告稱，2017年平台上的活躍消費者為210
萬、活躍商家為43000，但給SEC的S-1文件卻稱平台活躍

5月1日開始股價一路下跌

消費者為270萬、活躍商家為53000，數字被誇大了20％-

Jumia的IPO首日（4月12日）收漲75.59％，市值近

30％。香櫞稱，Jumia之所以選擇上市，是因為最大的兩

20億美元，IPO兩日內累漲120％。5月1日，Jumia報收於

個股東MTN和Rocket Internet為了贏得美國投資者的興趣，

46.99美元的上市以來紀錄最高，此後便開始一路下跌。截

就捏造了數據。

止五月初，公司股價已經累計上漲了近250％，但自那以

同時，Jumia在去年10月的投資者報告中披露了，2018
年所有訂單中有41％被退回、未交付或取消，但IPO招股

後，Jumia的股價一路下行。7個交易日，股價從46.99美元
的高點已經累計下跌了近50％，市值蒸發約31億美元。

書並未公布這一數據，僅指出「占GMV 14.4％的訂單被退

自2012年成立以來，Jumia已經累計虧損約10億美元，
2018年就虧損近2億美元。

回、未交付或取消」。
做空報告分析認為，41％的訂單去年被退回、未交付

市場仍在等待Jumia公司對香櫞做空報告的回應。有不

或取消，意味著近30％的訂單在2018年被取消。而Jumia

具名的科技投資者對Quartz表示，香櫞研究的做空報告雖

主要銷售的是電子產品，不應該具有如此高的取消率，因

被市場看重，但其主編Left經常在發佈報告後突然「空翻

此懷疑其存在欺詐行為：「一家公司在IPO之前向投資者

多」，雖然沒有違反SEC的規則，但老練的投資者不會根

進行市場營銷，幾個月後又忽略重要事實對關鍵財務指

據香櫞的建議作出投資決定。也有人請願稱，希望SEC調

標進行重大改變，從而使業務看起來可行，這就是證券欺

查香櫞研究是否涉嫌製造恐慌來操縱市場。 華

詐。」

Jumia業務在非洲覆蓋情況

Citron Research指出，美國媒體天真地把
Jumia比擬為「非洲亞馬遜」，而在奈及利亞
的媒體，早有不少文章討論這家奈及利亞公司

非洲地區

Jumia覆蓋範圍

普遍存在的欺詐行為。

人口
知名機構都曾參與Jumia的首輪融資

12

55%

億

高盛、AXA和MTN等知名機構都曾參與
Jumia的首輪融資，上市前獲得萬事達卡歐洲

GDP

部的投資加持。公司擁有多個線上垂直運營
平台，業務包括在線外賣服務Jumia Food、旅
遊訂票服務Jumia Flights和廣告分類網站Jumia
Deals等，還有由支付系統Jumia Pay和送貨服務

互聯網
用戶

2

萬億歐元

4.53

億

7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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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
挑 戰 星巴克
星巴克（Starbucks）的中國勁敵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5月17日登陸美國納斯達克
（Nasdaq）股票交易所。這家被稱為「中國星巴克」的咖啡品牌，設立19個月即火速IPO。使用者
下載應用程式（App）外送點餐、快速吸引1700萬名消費者、展店破2370家，是星巴克花了20年才
達成的數目。
幸咖啡（Luckin Coffee） 5月17日在納斯達克股市首

瑞

司的支持，包括貝萊德（BlackRock），籌集了10億美元

日上市上漲20％，市值42.5億美元。截至3月31日，

資金，開設了2,000家門店，均以外送或自提為主，很多門

瑞幸咖啡迅速擴展到28個城市，共開設2,370家門店，並計

店距星巴克僅幾步之遙。

劃在今年年底之前增加店面，成為中國最大的咖啡連鎖網
路，一舉超越在中國的星巴克。

註冊於2017年6月的瑞幸咖啡在2017年10月才設立第
一家門店，並於2018年1月開始試營運；短短一年時間開

根據金融分析公司Thinknum的數據，自2017年10月創

了超過兩千家門店，截至2019年3月底瑞幸咖啡共設立

立以來，瑞幸咖啡得到了中國、美國和新加坡幾家投資公

了2,370家門店（相當於每5.5個小時開一家店）。相較之
下，已進入中國市場二十年的星巴克，目前在中國超過

瑞幸咖啡 vs.星巴克

150個城市則開設約3,700家門市，來自英國的Costa則僅有

在瑞幸咖啡開店最多10個城市，兩個品牌的店舖數量

不到500家門市。

■瑞幸咖啡
0

■星巴克
150

300

450

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
杭州
南京
成都

利用大量補貼與App訂購外送
瑞幸咖啡的定價與星巴克咖啡相似，但會提供大幅折
扣。大多數以義式濃縮為基礎的咖啡售價在3.5美元至4美
元之間，但由於每天有50％或更多的折扣，顧客很少支付
全價。瑞幸向其應用的新訂戶免費贈送第一杯咖啡，向好
友推薦該應用則可以再得到一杯免費咖啡。瑞幸還透過大

重慶

型促銷活動吸引咖啡飲用者，因此有大量資金返回到了消

天津
武漢

費者的錢包裡。

註：數據截至201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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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量補貼與App訂購外送的方式，瑞幸咖啡不到

兩年前才在長期被星巴克主導的中國咖啡市場嶄露頭角。

後選擇自取咖啡，或是外送。目前其推出旗艦店、快取

兩千多家門市在短時間內便服務近1700萬消費者，共計賣

店等店型，其中以快取店最大宗，在北京，8成的快取店

出八千多萬杯咖啡；只是那些因為補貼而以相當低廉金額

進駐辦公室大廈一樓，瞄準白領族群。瑞幸提出的「無限

喝到第一杯瑞幸咖啡的消費者究竟會不會「回購」，目前

場景」快取店，沒有座位可供喝咖啡。此外，對於瑞幸來

無法確切得知。

說，門市越開越密，讓用戶願意自己過來自提咖啡，就可
以省去外賣配送的高昂成本，才是它當下的核心目標。

瑞幸和星巴克經營模式不同
瑞幸和星巴克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模式不同。星巴克會

外賣配送是瑞幸崛起的關鍵

提供寬敞的第3空間（家和辦公室以外的空間），被認為

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城市人口稠密，當地消

是閒聚的舒適場所。它的標誌在中國帶有一種優渥生活的

費者已經習慣叫外賣送餐和購買快速送達的消費品。在某

意味，並且贏得了許多忠實的中國顧客。星巴克在中國已

些城市，由於太多訂單同時送達，寫字樓和公寓樓甚至安

經營了20年，在中國打造咖啡帝國的理念是，讓這裡的消

排了機器人收貨，以免電梯出現擁擠。

費者希望被人看見坐在其時尚的咖啡廳內。

中國本土初創公司瑞幸咖啡透過其外賣系統，已在

與星巴克不同的是，瑞幸許多門市沒有座位，這也使

中國成為星巴克的競爭對手，且在大城市提供保證半小

瑞幸能更快擴張。瑞幸擁有結合線上平台和線下的店面，

時內送達的外賣服務。因此，瑞幸咖啡贏得了新一類中

所有門市不能以現金交易，消費者必須下載App點單，之

國消費者，這類消費者往往希望咖啡迅速送到自己手

▼瑞幸咖啡迅速擴展到28個城市，共開設2,370家門店，並計劃在今年年底之前增加店面，成為中國最大的咖啡連鎖網路，一舉超越在中國的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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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幸咖啡的突然崛起迫使星巴克和麥當勞
（McDonald's Co., MCD）加入到建立配送系統
的競爭中，以期最好地適應火爆的中國市場。

2018年中國連鎖咖啡市場佔有率
根據歐睿信息諮詢（Euromonitor）的數據，星巴克目前在2018年中國連鎖
咖啡市場佔有率超過50％，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咖啡零售商市占率排名：從
左至右依序為星巴克、麥當勞、可口可樂、上海Lianjuan、瑞幸。
60％

星巴克在中國力推配送，對陣瑞幸咖啡

50.7％

40

星巴克在中國受到初創公司瑞幸咖啡的挑
20

戰。在中國，咖啡外賣的競爭非常激烈，對於
5.5％

在中國做生意的西方公司而言，配送已經變得
多麼重要，競爭對手的崛起會多麼迅速。
星巴克在中國已經營了20年，在中國打造

星巴克

麥當勞

3.0％

可口可樂

2.9％

2.1％

上海Lianjuan

瑞幸

0

資料來源：歐睿信息諮詢（Euromonitor）

咖啡帝國的理念是，讓這裏的消費者希望被人
看見坐在其時尚的咖啡廳內。因此，星巴克一直主攻最富

免飲料在狂奔至顧客手上的途中灑出來或涼掉，星巴克花

裕的消費者，開設了上千家設施完善的門店，讓顧客在店

了近兩年時間，研發特殊的杯蓋和包裝。

裡慢慢享受一杯價格不菲的飲品。外送是最近新增的服
務。以往，星巴克通過非官方門店提供咖啡外送，但2018

傳統產業新的警戒

年8月，星巴克和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 Group Holding

瑞幸的暴紅，其實給予各傳統產業新的警戒。新零售

Ltd., BABA）旗下外賣平台餓了麼（Ele.me）聯手合作，

咖啡興起，不僅是前端打得火熱，後端供應鏈也產生巨大

從9月開始首先在150家門店提供外送服務。另外，為了避

質變。新零售咖啡店是用生態圈做生意，不是傳統供應鏈
邏輯，對供應商的忠誠度也較低，都得跟著快速轉變。

▼瑞幸有了大數據、加上螞蟻般的小店面，是在建立自己的生態系和新
零售平台。

瑞幸有了大數據、加上螞蟻般的小店面，是在建立自
己的生態系和新零售平台，未來有可能也開賣手搖飲，或
是跟其他餐飲業者合作，有可能越滾越大，供應商若只懂
得被動提供原料，就會被淘汰。

2023年中國咖啡消費估計每年增長約3％
根據Frost & Sullivan的報告， 2018年中國人每年平均
消費的咖啡杯數是6.2杯，預計到2023年會成長到10.8杯，
而這個數字在德國是867.4、美國是383.3，在香港則是
249.5。《彭博》情報分析師今年1月份也寫道，中國可能
成為咖啡零售商更為重要的市場，因為中國的飲料人均咖
啡消費量較低，而且中產階級的富裕程度不斷上升，意味
著將來咖啡消費的成長空間大。據歐睿預測，到2023年，
中國咖啡消費估計每年增長約3％。
未來，中國只會有更多的人喝咖啡，只是在市場規模
成長數倍的狀況下，究竟最終受益者與贏家會是瑞幸咖啡
還是星巴克，相信會是一場長期戰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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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美
成為全球最賺錢公司
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 Saudi Arabian Oil Co.,（簡稱：沙烏地阿美Saudi Aramco）成為
2018年全球最賺錢的公司，其淨利潤為1,110億美元，比蘋果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的利潤之和還高。
烏地阿拉伯國有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

沙

烏地阿美上市的疑慮，這有可能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產公司，擁有世界最大的陸上油田和海上油田，控

首次公開募股（IPO）。沙烏地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

制著1/10的全球原油市場。

曼（Mohammed bin Salman）希望藉助此次IPO籌集數百億

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4月在一份債券募集說

美元資金，建設幾座新型未來主義的城市、實現沙烏地嚴

明書中，首次向投資者披露其國有石油公司的財務詳情，

重依賴石油的經濟的多元化，併為科技、娛樂和礦業等眾

該公司計劃發售至少100億美元債券，為幫助收購沙烏地

多非石油行業提供資金。

國有石化公司總額691億美元的股份籌集資金。此資料顯
示出該公司是全球最賺錢的企業，此舉表明這個與世隔絕

惠譽和穆迪分別給予A+及A1評級
評級機構首次公布了對該石油公司的評級。惠譽

的王國願意接受前所未有的審視，以在國際市場上融資。

（Fitch）給予沙烏地阿美A+評級，處在投資級評級的第

利潤高於蘋果加埃克森美孚之總和

五檔，與沙烏地主權債券評級一致。穆迪（Moody's）給

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淨利潤為1,110億

予沙烏地阿美A1評級，穆迪稱，沙烏地阿美債券評級低

美元，比蘋果公司（Apple Inc., AAPL）和埃克森美孚

於埃克森美孚等公司的原因是，考慮到沙烏地阿美與沙烏

（Exxon Mobil Co., XOM）的利潤之和還高。蘋果公司

地政府之間的廣泛信貸聯繫，該公司評級受到沙烏地政府

最近一個完整年度的利潤大約為600億美元，亞馬遜公司

評級水平的限制。惠譽表示，按產量計算，沙烏地阿美是

（Amazon.com Inc., AMZN）為100億美元，埃克森美孚

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商。該評級機構稱，2018年沙烏地阿美

（Exxon Mobil Co., XOM）為210億美元。
這份由PricewaterhouseCoopers Public Accountants審計
的470頁財務數據，首次提供了沙烏地阿美的財務狀況。
沙烏地阿美原本是由美國人運營，自1981年實施國有化
後，其利潤成為國家機密。此次的財務公開，描繪了該公

包括天然氣在內的碳

沙烏地阿美2018年淨利潤
高於蘋果加埃克森美孚之總和 氫化合物日均產量為
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淨利潤為1,110
億美元，比蘋果公司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
的利潤之和還高。蘋果公司最近一個完整年度的利
潤大約為600億美元，亞馬遜公司為100億美元，埃
克森美孚為210億美元。
淨利潤

$0(十億)

$25

$50

$75

$100

1,360萬桶油當量，高
於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荷蘭皇

司無可匹敵的財務實力，也揭開了這個超大油田的神秘面

沙烏地阿美

家殼牌集團（Royal

紗。該公司的債券招募說明書顯示，全球探明儲量最大的

蘋果

Dutch Shell PLC,

油田，也是世界最大的陸上油田——加瓦爾油田（Ghawar

Alphabet

RDSB.LN）、道達爾

Oil field）每天最多生產380萬桶原油，而這個數字遠遠低

埃克森美孚

集團（Total S.A.）和

於市場上大多數人所認為的超過500萬桶。

殼牌

英國石油公司（BP

亞馬遜

PLC, BP）等全球及

資料來源：公司報表及Moody’s

區域性生產商。 華

藉由披露沙烏地阿美的利潤和其它詳細的財務資訊，
一些沙烏地官員希望打消外界對於其決定在2021年前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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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告別「平成」年代

開啟「令和」新時代
接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的平成時代，隨著明仁天皇的退位正式劃下句點，5月1日起日本正式進入
以德仁天皇為國家元首、年號「令和」的新時代。
「

了世界和平、日本國民幸福，我在此繼承皇位...」

為

明仁在位30年，但卻經常打破傳統。在日本歷史上，

日本德仁天皇於5月1日即位，成為第126代天皇，

他是第一位迎娶平民；第一位上電視透過直播，向民眾發

正式告別平成年代、迎接「令和」的新時代。這是日本憲

表談話；也是第一位親自養育子女的天皇。而歷經202年

政史上第一位、也是自江戶時代以後睽違202年的天皇退

後，他再度打破傳統，自行宣佈退位，為他突破傳統的紀

位。上一次的退位是在江戶時代中期，1817年5月7日光格

錄劃下完美的句點。

天皇讓位予仁孝天皇。光格天皇在位37年，僅次於最長的
昭和天皇（62年）、明治天皇（45年），而明仁（今上天
皇）在位30年，算是歷來時間長度第10名。
明仁天皇自1989年1月7日即位以來，歷經30年又113

平成的三十年，沉浮的政治、經濟與國際地位
「令和」年號於5月1日零時起正式使用，這也就意味
著長達30年的平成時代（1989年∼2019年）已結束。

天；雖然平成年代仍有震撼日本的天災人禍，但正如年號

回顧日本的近現代史可以發現，與充滿變革和進取的

所期許的，度過了沒有戰爭的和平時代。明仁退位之後，

昭和時代（1926年至1989年）相比，平成時代的日本顯得

新年號「令和」於5月1日凌晨零時生效，正式宣告平成的

暮氣沉沉。從明仁天皇自西元 1989 年上位開始，歷經冷

結束；明仁做為「和平象徵」、承先啟後的天皇身分，也

戰終結、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阪神大地震、東日本大地

在此劃下句點。

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等重大挫折，人口老化、數位

▼新日皇德仁5月1日即位，4日首度接受民眾朝賀，一天 之內辦6次。新日皇伉儷接受民眾祝賀。（照片來源：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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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等社經變
遷；挑戰可說是
接踵而至。
日本在平成
時代的國際地

隨著「失去的二十年」而失去。
同時，日本公共運輸較為便利、城鄉之間的差距並不
明顯、基礎設施較為完善、極少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等。這
些成果既是受益於昭和時代打下的基礎，但同時也是平成
時代不斷發展進步的結果。

位、國際影響力

平成年也是日本在世界踩穩腳步的時刻，許多足堪

之所以不如昭和

代表部分「日本文化」的事物，也都在此時誕生──包括

時代顯著，其主

1989 年開始播放的《櫻桃小丸子》、同年正式發售的任天

要原因也在於領

堂 Game Boy、風靡九零年代的《神奇寶貝》，以及近來

導人的頻繁變

席捲全球的「寶可夢」、虛擬偶像等等。

換，因為很多外
國領導人或國際
組織不確定這個正在與之打交道的日本首相是否會在任期
結束前下台、是否會充分兌現合作承諾。

令和，出自「萬葉集」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59歲的皇太子德仁登基成為第126代的日本天皇，他
也是日本第1位戰後出生的日皇。新年號為「令和」，是

此外，日本GDP長期低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根據國

日本第248個年號。新年號出自日本現存最古的歌集（類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1989年至2018年，

似詩集）「萬葉集」中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萬

日本GDP的平均增長率為1.26％，其中最高值是1990年的

葉集」收錄7世紀至8世紀後半4500首和歌。這也是近代第

4.89％，最低值則是2009年的-5.42％。

一個出自日本古籍的年號。新年號取自日本的萬葉集的梅

日本在昭和時代的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

花之歌，打破過去由中國古籍摘字的傳統。「令和」取自

卻在平成時代失去了世界第二的位置，這成為了戰後日本

日本最古的詩歌集，當時沒有平假名、片假名，是以漢字

經濟的一大轉折點。

來表記日文發音。

日本企業神話在平成時代集體崩塌。很多令人耳熟能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還使用年號的國家，但實際上

詳的日本企業大多是在昭和時代成長起來，並成為了國際

年號與日本人的生活關係密切。從讀書上學到工作結婚，

知名企業，比如，豐田、索尼、松下等。然而，在平成時

從政府部門到企業學校，往往都是以年號來進行紀錄和劃

代，造假醜聞、篡改數據、質量不達標、創新能力下降等

分的。

成了日本企業揮之不去的陰霾。

日本「令和新鈔」，引領時代的人物群像
平成的三十年，進步的社會、設施及創新能力
平成30年，日本在許多領域都有所成就，特別是千禧
年後日本科學家頻繁斬獲諾貝爾獎，令世界刮目相看。
平成時代的日本，雖然在政治上因首相的頻繁下台而
導致政局不穩，經濟上長期低迷發展，至今未能走出「失
去的二十年」，但是社會總體穩定，普通日本人依然生活
在一個富裕社會，貧富差距總體上不是特別大。
此外，平成時代共有17名日本人（加上日裔則為20
人）獲得諾貝爾獎，這也說明日本的科研創新能力並沒有

日本政府因應新年號，宣布將印製新紙鈔。熟悉的福
澤諭吉將正式從鈔票上「引退」。新鈔人物分別是近代日
本經濟之父澀澤榮一、女性教育先驅津田梅子、以及日本
細菌學之父北里柴三郎。登上紙鈔的三位歷史名人，都是
日本明治以來在經濟、教育、醫療領域的開拓者。
改版新鈔將於2024年正式發行（彼時將是令和6
年），希望能因應年號的更新，而有一番新氣象，藉此刺
激大家的消費心理。除了新鈔，500日元硬幣也將改版防
偽設計，並先於2021年（令和3年）發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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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的過去與未來
巴黎聖母院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座完全哥德式的教堂，具劃時代意義，始建於1163年，1345年完
工，共850年歷史。但4月的一場突然而至的大火令全世界為之震驚。
破崙說義大利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是全

拿

高塔在分隔巴黎左岸與右岸的西堤島（Île de la Cité）上，

歐的大客廳，若以類似比喻，巴黎聖母院（Notre-

聖母院建築總高度約超過130米，屋簷上的噴水怪獸、鐘

Dame de Paris）是全歐最美麗教堂，也絕不為過。這座12

塔建築等都完美成對，彩繪玻璃也極珍貴。它是歐洲歷史

世紀中葉開始蓋的教堂，經歷不同君王、花200年建成，

上第一座全哥德式教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巴黎最

在法國大革命時曾被暴民衝入摔毀雕像，也曾遭二戰摧

具代表性的古蹟。1991年被聯合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

殘，但法國社會都一再修復，英格蘭國王亨利六世及法國

化遺產，其在歷史、藝術、文化意義上，都極具代表性。

皇帝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先後於1431年與1804

然而就在4月15日，數世紀來乘載著「法國風範」的聖母

年在此加冕，關鍵都在人們認可雨果所說人類文明中不受

院大教堂遭受祝融，導致傳奇性哥德式教堂的部分屋頂坍

動搖的人性力量。

塌。800多年歷史地標建築火勢沖天、濃煙滾滾。

歐洲歷史上第一座全哥德式教堂

一個國家的象徵

法國巴黎聖母院矗立在巴黎的心臟地帶，兩座中世紀
▼拍攝於1953年的巴黎聖母院一景。

在法國，沒有另外一座地標像巴黎聖母院這樣代表法
國。與它一起競爭作為國家象徵的艾菲爾鐵塔歷史剛剛超
過一個世紀，而巴黎聖母院從12世紀起已經屹立在法國。
它始建於1163年，1345年完工，共850年歷史。
巴黎聖母院是天主教堂，屬哥德式建築，每年吸引
1300萬人觀光客，是巴黎最熱門的建築景點。它保留了舊
城的風味，體現巴黎的信仰，一如艾菲爾鐵塔例證了巴黎
的現代性，生活樂趣和變遷。巴黎聖母院也是法國零公里
（kilometre zero）標記的起點，從巴黎到其他城市的距離
都從這裡起算。

《鐘樓怪人》成功喚起法國人對巴黎聖母院的重視
法國文學家雨果於1831年出版的小說《巴黎聖母院》
（又譯《鐘樓怪人》、《鐘樓駝俠》），讓這座教堂更舉
世聞名，故事的場景就設定在1482年的巴黎聖母院。雨果
將聖母教堂刻劃為「宏偉的石頭交響樂」且「有力、豐富
宛如神的創作」。
《鐘樓怪人》成功地喚起法國人對巴黎聖母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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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19世紀建築師維奧萊特－勒杜克（Eugene Viollet-le-

重建競圖，異想天開蓋空中泳池、打造溫室

Duc）也依此為啟發，重新修復教堂，重現了聖母院久違

目前全毀部分包括尖塔、三分之二的屋頂；主建築結

的光彩。20世紀末期再經一次修復工程，才變成現今大眾

構、祭壇、中世紀「玫瑰窗」與守護巴黎的「神聖風向

所熟悉的樣貌。

雞」則奇蹟似地自災難倖存。目前法國全國上下已著手
重建投入，商界的修復捐款也已達10億歐元；法國總統馬
克宏也向全國發表重建演說，政府將全力動員，在5年內

聖母院未得應有的呵護
曾出版聖母院（Notre-Dame Cathedral）相關著作的法

重建聖母院，並開放國際建築競圖。目前出現許多異想天

國中世紀歷史專家高瓦德（Claude Gauvard）說，聖母院

開的妙想，包括在聖母院頂樓蓋泳池，或是打造溫室，水

「代表巴黎，也是和平團結與和諧的象徵...地處巴黎最佳

晶尖塔等。傳統派想要聖母院仿舊，維持12世紀的元素。

的心臟地帶」。但他也說，「對我而言，聖母院可能是最

但有些創新設計師則提出巨大溫室屋頂的構想，或提議建

有和諧感的大教堂之一，讓人一眼就看出工匠技藝，多

造公園、露台等，甚至還有提議在屋頂造林。至於失去的

年來雖深獲人們喜愛，卻沒得到該有的呵護。」「文藝復

尖塔要用什麼材質重建，也有各式創意，包括水晶、不鏽

興與18世紀時期的聖母院很慘，舉個例子，當時的人為了

鋼、彩繪玻璃等。

要直接到達裡面的大講台，毫不猶豫就弄掉一個入口，
全賴19世紀由梅里美（Prosper Merimee）、雨果（Victor

善加愛護「世界遺產」，並流傳千世萬代

Hugo）、維奧勒特（Eugene Viollet-le-Duc）、雷瑟斯

無論未來聖母院的重建是呈現原本的樣貌或是創新的

（Jean-Baptiste Lassus）等一些大師的努力，才讓這座哥德

意涵，宏偉的聖母院主教座堂見證諸多歷史重大事件，

式藝術重拾地位。」

並提醒眾人共享這個世界，人類的歷史也就是每個人的過

年代久遠的聖母院急需維修，除了法國政府的資助，
巴黎聖母院還希望得到外援，並在去年向社會開展募捐。

往。「世界遺產」應如人性觀念一般，善加愛護並流傳千
世萬代。 華

世界8地標曾遭雷劈砲打火焚
約克大教堂花2億3年修復

1984年7月9日，由雷擊引起的火災對英國約克大教堂造成嚴重的破壞，摧毀了這座15世紀建成的哥德
式教堂南側屋頂，高溫導致其壯麗的16世紀彩繪玻璃玫瑰窗戶爆裂成無數碎片，之後經過了3年的艱辛
修復才得以恢復昔日樣貌。

巴西博物館 9成館藏毀了

位於里約熱內盧北部、有200年歷史的國家博物館在去年9月2日發生大火，9成館藏付之一炬。這座拉
丁美洲最大的自然歷史及人類學博物館，收藏逾2000萬件文物和53萬本藏書，該館以古生物學部門超
過2萬6000個化石的豐富館藏聞名，當中包括在巴西中部米納斯吉拉斯發現的恐龍骨架。

威尼斯鳳凰劇院 全球第一美

威尼斯知名歌劇院鳳凰劇院在1996年遭大火焚毀，到了2004年才重新開放。1792年啟用的這座劇院有
著近乎完美的聲學設計，是全球最美、也是史上最知名歌劇院之一。

英國溫莎城堡聚光燈惹的禍

1992年11月20日，位於倫敦西郊的溫莎城堡慘遭祝融，這座英國女王周末住所的東北區域遭大火燒
毀，9間房間被燒的面目全非。經過5年的修復，溫莎城堡1997年重新對外開放。

波士尼亞圖書館 救出1成珍藏

波士尼亞19世紀國家圖書館在長達3年半塞拉耶佛圍城期間，於1992年8月25日至26日遭塞爾維亞軍隊
砲火摧毀。只有大約1成館藏被救出。由歐盟部分資助的重建工作則在1996年展開，新圖書館於2014
年落成啟用。

日內瓦大劇院女武神竟冒火

19世紀建造的瑞士日內瓦大劇院，在1951年準備華格納（Richard Wagner）歌劇「女武神」（The
Valkyrie）演出時，遭烈火燒毀，已於1962年重新開放。

日本金閣寺僧人一把火燒了

位於京都的金閣寺建於1397年，正式名稱為鹿苑寺，寺內核心建築舍利殿在1950年被一名心理不穩的
21歲見習僧人林承賢縱火而燒毀，該寺之後在1955年開始重建。

南韓崇禮門第一國寶變出氣筒

2008年2月10日，建於1395年、有南韓「第一國寶」稱號的崇禮門遭一名不滿土地開發賠償70歲老翁
蔡宗基縱火，木造樓閣遭到焚毀，僅存石造城基，2013年5月4日重新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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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紀念達文西
逝世500週年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與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拉斐爾（Raphael Sanzio）合
稱為「文藝復興藝術三傑」，這位繪製了「蒙娜麗莎的微笑」、「最後的晚餐」的傳奇人物於1519
年5月2日過世，今年是他500週年逝世紀念，全球各地都舉辦活動以進一步欣賞其廣泛的創意成果與
極致美學。
年5月2日是達文西的500週年逝世紀念日，這位傳

今

達文西晚年住法國羅亞爾河區

奇人物雖然以畫作著名，但他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博

文藝復興時代起源於義大利，風潮吹入法國，當時

學者，在近20種領域都有所涉略。外媒更提出「藝術界偉

法國國王喜歡邀請義大利藝術家到羅亞爾河區（Loire

人五大發明」，包含直升機、降落傘等的構想。

Valley）的城堡作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達文西。達文

匹茲堡卡內基科學中心蒐集了達文西的各項發明圖紙
與手抄本，表示從已知可考的證據得知，他在建築、發

西在羅亞爾河留下不少足跡，據說香柏城堡（Chateau de
Chambord）的美麗雙螺旋梯，就是出自達文西之手。

明、土木工程及物理學等近20種領域都有顯著成就，是文

當時的法國國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cois 1er）住在昂

藝復興時期的博學者，對達文西真正的描述應該是「擁有

布瓦茲城堡（Château d'Amboise），他相當欣賞達文西，

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卻同時有著活躍創造力的人」。

力邀他到法國作客，於是達文西於1516到1519年住在克洛
綠榭城堡（Clos Luce），兩地距離僅數百公尺。國王當時
買下多幅達文西的作品，包括現在收藏在巴黎羅浮宮，聞

傳說中的五大傳奇發明
外媒列出幾項達文西的發明，或類似的想法貢獻。其

名全世界的《蒙娜麗莎》，這個藝術遺作的產權歸誰，

中唯一有實體完工的是水肺潛水裝備，這款裝備能讓潛水

始終存在爭議。達文西1519年辭世，享壽67歲。達文西之

員從水下對敵方船隻進行偷襲，這是達文西約在1500年於

墓位就位於法國羅亞爾河流域的昂布瓦斯城堡（Amboise

威尼斯的研究結晶。

Castle）中。
而另外4項都僅能從

▼達文西自畫像。

圖紙或手抄本找到端倪，

法義暫拋外交不睦，共同紀念達文西逝世500週年

看出達文西或有類似的想

由於達文西是義大利人，但與法國淵源又極深，因此

法，包含直升機、降落

兩國都積極策劃紀念達文西的特展。擁有鎮館之寶《蒙娜

傘、坦克及被認為是現代

麗莎》的法國羅浮宮準備策劃一場紀念特展，甚至也商請

汽車之初的自動推車。

了義大利政府和各個博物館，出借達文西的作品展覽。然

其中，直升機雖然一直到

而隨著義國政壇的物換星移，原先談好的合作發生變數，

20世紀才完成，但達文西

義大利方面突然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反對「義大利國

在15世紀後期完成的草圖

寶」出借給法國，而身為義人之光的達文西，紀念大展理

竟然與現代草圖很接近，

當舉辦在他的出身地、文藝復興的重鎮義大利。

他也確切描繪出了運作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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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法義兩國總統暫且壓下雙方外交不睦，為文藝
復興大師達文西逝世500週年，在法國羅亞爾河谷（Loire

▼

科羅浮宮典藏全世

界數量最多的達文西
畫作，其中包含22幅

場展覽提供的黑科技支持，用VR直觀感受羅浮宮今年最
重要的活動。

素描，其中又以《蒙

羅浮宮典藏全世界數量最多的達文西畫作，其中包

娜麗莎》的微笑最為

含22幅素描；藉由策畫達文西逝世500週年紀念展覽的機

世人所知曉。

會，羅浮宮竭盡可能地邀請出借分散於世界各地的達文西
畫作、規劃一起展出，而這些畫作都聚焦在5個達文西的

▼達文西所設計的武
器草圖。

核心館藏作品：The Virgin of the Rocks（岩間聖母），La
Belle Ferronnière（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The Mona Lisa
（蒙娜麗莎的微笑，此作品將留在其原來展示的位置），
Saint John the Baptist（施洗約翰）以及Saint Anne（聖安
妮）；展出規劃為將這些經典作品與達文西其他的各式畫
作與雕塑一同陳列。
此次史無前例的達文西畫作回顧特展，凸顯出達文西
最重視的仍是繪畫，透過他的繪畫，我們得以看見達文西

Valley）小鎮昂布瓦斯（Amboise）展開盛大紀念活動。

觀看這個世界的視角；他曾說：「繪畫，就是透過創作的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和義大利總統馬達

工具，盡其所能地把生命表達在畫作中。」

雷拉（Sergio Mattarella）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巨擘達文
西逝世500週年當天，前往達文西位於法國的昂布瓦斯墓
前，重申兩國緊密的歷史及文化連結。
此外，兩國還將互借藝術品舉辦相關展覽，作為紀念
達文西逝世500周年活動的一部分。法國羅浮宮將在今年

英國皇家郵政發行12幅達文西經典畫作紀念郵票
英國皇家郵政（Royal Mail）趁此時機，發行一系列
的紀念性郵票，以12幅達文西的知名創作，以此緬懷這位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

10月舉行達文西特展，展出法國收藏的《蒙娜麗莎》、

除了紀念郵票之外，英國皇家收藏信託（Royal

《岩間聖母》、《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等5幅達文西真

Collection Trust）也策劃了「達文西：繪畫中的生活」

跡，以及從義大利借來的達文西作品。法國還計劃向義大

（Leonardo da Vinci: A Life in Drawing） 系列展覽，將皇家

利出借部分繪畫大師拉斐爾的作品，用於義大利2020年紀

收藏中的144幅畫作，分配於英國各地的12個地點同時展

念拉斐爾的活動。

出。 華

法國羅浮宮10月推出紀念特展，HTC是官方
VR合作夥伴

▼「李奧納多．達文西郵票集」（Leonardo da Vinci Stamp Set）。

法國羅浮宮將於10月24日至2020年2月24日推出達文
西逝世500週年紀念特展，並規劃了虛擬實境體驗，HTC
為官方虛擬實境體驗合作夥伴。為確保此眾所期盼之展覽
的參觀品質，所有參觀者（包含免費入場）皆需預先上網
完成預約方可入場。對於有條件到法國親身參觀的觀眾來
說，從6月18日起就可以登錄羅浮宮官方網站進行預約。
而對於無法親身到場的觀眾來說，不妨期待一下HTC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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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肉掀全球飲食產業新革命
美國消費者對「植物肉」的興趣增加，繼漢堡王推出素牛肉華堡後，未來還會有素鮪魚、素肉
丸和素雞塊問世。不僅速食及連鎖餐廳陸續推出素食產品，食品大廠也紛紛推出全素蛋白質產品。
用全素食材開發替代肉品的Beyond Meat也獲得眾多名人加持，IPO當日大漲163％，成為2000年以
來，美國募資2億美元以上的最佳IPO首日表現股票。
國連鎖速食業者漢堡王（Burger King）在4月推出

卡路里為240卡，飽和脂肪8克，相較於傳統華堡的660卡

素牛肉漢堡——「不可能華堡」，搶攻規模日益

和飽和脂肪12克。

美

擴大的素食市場。隨著消費者對「植物肉」（plant-based
meat）接受度提升，越來越多食品公司開始推出素食產
品，未來美國民眾將能品嚐素鮪魚、素肉丸和素雞塊。

速食及連鎖餐廳陸續推出素食商品
素食人口數量居全球之冠的印度，麥當勞早在1996
年開幕第一間印度分店時，便推出素漢堡。近年在向來

幾乎分不出來素牛肉與真牛肉差別
「不可能華堡」一樣是由牛肉片、番茄、洋蔥、酸
黃瓜和麵包組成，與招牌華堡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肉片
採用連比爾蓋茲都投資的矽谷新創公司「不可能食品」
（Impossible Foods）開發的素食肉排，口感與真牛肉幾可

熱愛吃肉的歐美各國，速食業者也漸漸開始推出素食產
品。例如，麥當勞於2017年在芬蘭與瑞典全面開賣素漢堡
（McVegan）；宜家（Ikea）去年在歐洲的店內販賣部，
推出素熱狗、素肉丸等選項；美國連鎖漢堡店Shake Shack
去年六月起，也在全美推出素漢堡。
連鎖餐廳大推素食選項之外，素肉在超市的營業額

亂真，品嚐過「不可能華堡」的客戶和員工表示，幾乎分

也越來越好，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Good Food Institute的統

不出來素牛肉華堡與真牛肉華堡的差別。植物肉華堡與招

計，美國素肉零售市值統計到2018年8月為止，年成長率

牌華堡最明顯的差異，大概就是價格和熱量。素肉版比牛

高達17％，總營業額高達37億美元。

肉華堡貴1美元。據Cooking Light雜誌表示，1個素華堡的

消費者對素食肉品的興趣逐漸攀升
美國消費者對素食肉品的興趣逐漸攀升。據市場研究
機構Mintel的「2018年夏季食品與飲料趨勢報告」顯示，
1/3美國民眾與37％的千禧世代，打算在未來一
年購買更多植物性蛋白質食品。另據尼爾森
（Nielsen）調查顯示，雖然大部分的北美
消費仍然偏好以肉品作為蛋白質的主要
來源，但23％的消費者希望貨架上有更
多植物性蛋白質食品可供選擇。此外，
其他研究顯示，紅肉不是飲食中的「必
要項目」，攝取過多也會產生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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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建議避免過量食品肉品，並以豆類、蔬菜和堅果替

日大漲 163％，成為 2000 年以來，美國募資 2 億美元以上

代部分紅肉。

的最佳 IPO 首日表現股票。
伊森布朗的健康、氣候、環保與動物權主張，吸引

食品大廠搶進研發素食產品

許多支持者，更得到知名投資人垂青，包括比爾蓋茲、

目前許多食品公司正在研發素食產品。全球最大食品

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麥當勞前執行長唐湯普森（Don

公司雀巢（Nestle）亦宣布，將在2019年稍晚在美國和歐

Thompson）、誠實茶（Honest Tea）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洲的超市推出植物肉漢堡，產品名稱為「令人讚嘆漢堡」

塞斯•高德曼（Seth Goldman）、Twitter 共同創辦人伊凡

（Awesome Burger）。生產熱狗、牛排和雞塊等產品的美

威廉斯（Ev William）的創投公司 Obvious Ventures。

國最大肉品商泰森（Tyson Foods）表示，公司將在2019年

Beyond Meat上市成功，顯示「行行出狀元」，並非

推出全素蛋白質產品，進軍素食肉品市場。波士頓生技

只有資訊科技新創才是具備高度成長性的新創事業。事實

公司Ginkgo Bioworks試圖以替代性蛋白質，複製肉丸、雞

上，當資訊科技越來越發達，影響所有層面，使得所有產

塊、起司和優格等食品的口感和組織。

業的各項營運成本降低、營運效率改善、研發速度提升，

素肉商機的蓬勃發展，造就歐美一些明星素肉新

一般消費產業也都可能有突破性的成長，Beyond Meat只

創的誕生。例如為漢堡王生產素肉的不可能食品公司

是一隻春燕，未來將有更多意料之外的產業領域出現類似

（Impossible Foods），自2011年以來，已經獲得超過5億美

的異軍突起情況，開啟所有產業多元發展、百花齊放的時

元的資金，背後金主包含比爾蓋茲、李嘉誠、谷歌創投等

代。

等。近來，新加坡的淡馬錫控股也考慮投資7500萬美元。

在Beyond Meat上市之前，市場資料就已經顯示了人造

根據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數據，美國肉類替代

肉可期的未來。來自歐睿的資料顯示，全球人造肉市場在

品市場價值約14.4億元。到2023年，這個市場預計將增加

2017年和2018年分別增長了18％和22％。2016至2017年，

74％達到25億元。

全球素食主義者增加量的前十國家資料顯示，東南亞、歐
洲是最主要的增長區域。

Beyond Meat獲眾多名人加持
什麼樣的股票，可以創下美國股市2015年以來IPO

健康與環保因素，促使素食人口增加

（股票首次公開發行）首日漲幅紀錄，甚至打破美股20年

素肉市場之所以近年在歐美飛速成長，主要是人們為

來，消費性產品企業IPO首日最大漲幅？它的產業內容，

了健康，或是環保原因，例如降低畜牧業汙染與溫室氣

跟社交軟體無關，也扯不上最新的人工智慧、物聯網相關

體排放，減少肉類食用。許多人就算並未成為完全的素

應用，而是「植物素肉」。

食者，但也願意減少肉類攝取量，成為「彈性素食者」

用全素食材開發替代肉品，Beyond Meat自2009年創立
後，吸引比爾蓋茲、影星李奧納多等人投資，2018年營收

（Flexitarian），也就是通常吃素，但偶爾還是會攝取肉類
補充蛋白質的人。

達8,790萬美元。他們看似肉品供應商，卻也是一間食品生

除了美國以外，德國、英國也是素肉市場成長飛速的

技公司。在美國加州創辦的Beyond Meat，致力於研發植

地方。根據市場調研公司Mintel的資料，2017年6月至2018

物製肉類，並陸續推出漢堡排、香腸、絞肉等產品，強調

年6月，德國推出了15％的全球素食產品，英國與美國分

有更高單位的營養含量。2015年營收為880萬美元左右，

別以14％與12％緊追在後。

去年已成長十倍；透過35,000個通路，銷售至15個國家。
由伊森布朗（Ethan Brown）創立的Beyond Meat於
2019 年 5 月 2 日 IPO，引來驚人搶購，創下飆漲紀錄，當

據聯合國報告顯示，全球人口在2017年達76億人，
估計到了2030年將增加至86億人。因此需要以更永續的方
法，為持續增加的人口提供蛋白質。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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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學」及「過勞」
納入WHA《國際疾病分類》
第72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審議通過，將「傳統醫學」及「過勞」納入《國際疾病分類》，
並認定「遊戲失調（Gaming Disorder）」為疾病，將其列入國際疾病分類精神與行為障礙章節。
經10餘年持續努力爭取，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72

歷

診斷與醫療保險的指標。

類第11次修訂本》（又名為ICD-11），首次將起源於中醫

過勞三特徵：精疲力竭、倦怠感或忿忿不平，及

藥的傳統醫學納入其中，標誌著以世衛組織為代表的整個

專業效率降低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審議通過了《國際疾病分

國際公共衛生系統對包括中醫藥以及來源於中醫藥的這部

依據最新更新的全球疾病與傷害分類，世界衛生組織
界定過勞是一種由於長期無法成功克服工作壓力導致的症

分傳統醫學價值的認可。

狀。WHO表示，此症狀有三個特徵：首先是感覺精疲力
竭，其次是對工作產生倦怠感或忿忿不平，以及專業效率

對傳統醫學價值的認可
《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將起源於古代中國且
當前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普遍使用的傳統醫學病證

降低。根據國際疾病分類，過勞是專門指在職場環境的現
象，不應適用於描述生活中其他領域的經驗。

進行了分類。將有關傳統醫學的補充章節納入《國際疾病

WHO正式將「遊戲失調」納為疾病類型

分類》。
《國際疾病分類》是WHO制定頒布的、國際統一的

此外，「更新版國際疾病分類」首次把嗜打電玩歸

疾病分類標準，是各國政府在醫療、管理、教學、科研以

類為遊戲成癮，並與賭博及吸食諸如海洛因等毒品成癮

及政策制定方面，關於疾病分類的規範性標準，是全球衛

同列。在遊戲失調的定義上，幾乎與賭博失調（Gambling

生健康領域具有權威性的基礎和通用標準之一。《國際疾

Disorder）一模一樣，認為患者面對線上或線下遊戲：對

病分類》歷經百年已經過10次修訂，並於2007年啟動第11

遊戲失去控制能力，包含對玩遊戲的頻率、強度、時間等

次修訂工作。《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ICD-11）

缺乏自制力；對遊戲的重視程度優先於其他興趣與日常活

最終建立了以中醫藥為基礎，兼顧日韓傳統醫學內容的病

動；儘管已經有負面的效果，仍依舊持續遊戲；玩遊戲的

證分類體系，推動了傳統醫學150條疾病和196條症候條目

行為模式嚴重到足以對個人、家庭、社會、教育、職業或

納入《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傳統醫學章節。

其他重要的領域受到損傷，且明顯持續至少12個月。

「過勞」納入新版國際疾病分類

遊戲業者抗議，希望WHO重新評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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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

電玩遊戲產業自然不樂見這種情況，包含歐洲、美

首度把「過勞」納入新版

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韓、南非與巴西在內的各

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個電玩遊戲協會、娛樂協會發表了共同聲明，希望WHO

Classiﬁcation of Diseases），將

能夠重新評估此決定。聲明中表示，WHO在認定遊戲失

從2022年一月起生效。這套

調這方面並沒有基於充分、有力的證據，也缺乏專家透明

分類編碼是廣泛運用於醫師

的檢閱，在標準制定上有所瑕疵。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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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享雨傘歸還率100％
日本塑膠傘消費量位居全球第一，一年間被作為垃圾扔掉的雨傘總數為8000萬把。意識到這一
點，日本公司Nature Innovation Group從2018年12月開始，陸續在東京澀谷商務區推出共享雨傘——
i雨傘（iKasa）服務。i雨傘和常規共享服務類似，在共享點取傘，可異地共享點還傘。截止目前共
享雨傘服務的「歸還率」為100％、無損壞。
年來，「共享經濟」逐漸成為一種新趨勢，掀起了

近

福岡、東京兩城市加起來，大約200個出租熱點；而

全球共享的熱潮。共享單車、汽車，共享移動電源

且還能甲地借乙地還，推出短短半年，登入會員已經達到

等等，而日本東京就有公司推出「i雨傘」（iKasa），讓

1萬5千人，也讓貼心的共享雨傘服務，不但保有便利與機

沒帶雨傘出門的你也隨時找到雨傘使用。

動性，更能夠環保愛地球。

日本一年被扔掉雨傘總數為8000萬把

日本共享雨傘歸還率100％

超商、藥妝店都會立馬賣起的透明傘，即買即撐又便

和常規共享服務一樣，i雨傘同樣面臨著物品返還與

宜；方便的塑膠傘幫助人們免於落湯雞的窘態，但卻成為

物品損壞的情況。i雨傘使用的雨傘由玻璃纖維製成，異

環境一大困擾。雖然塑膠能夠被再利用，但前提是得先確

常堅固耐磨，遭遇颱風天氣也不會輕易被吹壞，運營公司

實分類。回收業者表示，透明塑膠傘在分類過程中，會跟

相關負責人表示，截止目前共享雨傘服務的「歸還率」為

鐵製骨架攪在一起，無法完整被分類，所以不適合做為回

100％、無損壞，雨傘本身也植入了GPS定位系統，雨傘的

收資源，只能淪為無用的塑膠垃圾。

位置管理比較清晰。引發世界各地網友討論，直呼「不可

日本塑膠傘消費量位居全球第一，一年間被作為垃圾

思議」。

扔掉的雨傘總數為8000萬把。自從北京宣布拒收「洋垃

作為2020年夏季奧運會、殘奧會的舉辦城市，東京的

圾」後，多到滿出來的廢塑料，讓西方國家一個頭兩個

外國遊客在未來將會倍增，i雨傘運營公司計劃在熱門觀光

大。即便宣導減塑，但仍然難以見效，於是有業者推出了

景區推出多語言服務的共享雨傘。 華

共享雨傘。

推出半年，會員達1萬5千人
這項 iKasa 共享雨傘服務由日本公司 Nature Innovation
Group在去年12月福岡首次推出，只要透過雨傘上的QR
Code 解鎖就可帶走，方便的甲地借乙地還，以及眾多租
借地點，一天只要70日圓，但超過6天以上封頂，最多收
取420日圓。
除了面向消費者外，i雨傘運營公司還向企業開展限時
免費導入服務活動。活動期間，企業導入這項服務無需支
付月費和導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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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零食產值三兆人民幣
中國商務部發布的《消費升級背景下零食行業發展報告》（下稱報告）顯示，目前中國零食行
業年總產值已達2兆2156.4億人民幣，顯示中國零食做為正餐的補充，已慢慢升級為一日中的「第四
餐」。中國零食行業商機潛力無限。
國休閒食品市場規模不斷增長，正成為中國「一

中

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費者在食用休閒食品過程中可以滿足

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依據《消費升級背景下

更多場景化的需求、獲得更多情感上的共鳴以及輕鬆娛樂

零食行業發展報告》顯示，在2006到2016年間，零食行

的休閒體驗。

業總產值規模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從4240.36億元成長到2

依據淘寶公佈的2018年終消費數據報告顯示，零食是

兆2156.4億元，成長幅度達422.51％，預估到2020年零食

90後女性最愛，1天可花30萬元人民幣買各色休閒零食。

行業總產值規模將近3兆元。

另外，中國信息服務公司58同城發布一份《職場人零食
圖鑑》調查顯示，7成職場人每月零食開銷在300元（人民

休閒食品具有「非正餐」和「愉悅型消費」特性

幣，以下同）以下，300∼500元佔比16.96％，而零食花銷

廣義的休閒食品包括烘焙、糖果、堅果、餅乾、滷

在500∼800元的僅8％，且以95後為消費主力。此外，南

製品等，具有「非正餐」和「愉悅型消費」的特性。從

京、蘇州、杭州等地的辦公室「吃零食文化」發達，零食

行業分類來看，蔬菜、水果和堅果加工、肉製品及副產

成為拉近同事之間關係的「重要利器」。

品加工以及方便食品產值規模排零食總體規模的前三
名，占比分別為26.5％、21.22％、18.01％。

此一趨勢，也讓國際媒體產生興趣。英國FoodBev
Media網站的報導指出，中國的「第四餐」激發巨大商
機，對休閒零食的觀念，已過去的「追求最便宜的」和

拜電商之賜，進口零食夯

「確保基本需求」轉變為「追求品質」和「健康消費」，

休閒食品將成為食品行業的重要市場，發展潛力

尤其是年輕一代消費者更注重休閒小吃的品味和健康與

大，而消費升級、電商發展、對休閒食品消費理念的改

否；快節奏的生活步調，也讓年輕人的就餐習慣發生巨大

變以及90後消費的崛起帶動了休閒食品的增長。拜跨境

變化，零食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電商之賜，進口零食的市占率也逐步升高，尤其90後、
00後受到成長環境影響，樂於嘗新，對進口類西式產品

推進品牌國際化

的偏好高於傳統產品。美國相關部門分析，2018年大陸

有鑑於此，《消費升級背景下零食行業發展報告》指

已成為進口食品消費大國，市場規模高達4800億元，且

出，目前中國零食行業的發展存在同質化競爭、企業盈

有高達42％大陸消費者有興趣嘗試沒吃過的進口零食，

利空間受限、「重行銷宣傳、輕產品研發」、品牌國際化

約有75％的消費者曾從不同電商管道購買過零食產品，

緩慢等不力因素。專家認為，政府應為零食業健康發展營

進口類食品增速快於傳統類。

造良好環境和政策監管環境；企業應加快數位化轉型，抓
住消費者需求變化，展開差異化經營、堅持深度專業化雙

零食成為拉近同事之間關係的「重要利器」
不少中國民眾表示，零食越來越成為日常生活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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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驅動發展，紮實提升零食產品吸引力，同時借力跨境電
商，推進品牌國際化。 華

南韓政府積極扶植本土泡菜
泡菜雖然是南韓重要的餐上必備佳餚，但南韓餐廳所採購的泡菜89.9％來自中國。為了不讓中
國製韓式泡菜繼續入侵南韓，南韓政府積極扶植南韓本土泡菜產業，確保國際市場主導權，以及鞏
固南韓國內市場。
菜是南韓人餐餐必備的重要的美食。但近年來，南

泡

南韓政府積極扶植本土泡菜

4250萬美元，連4年處於4000萬美元左右的高檔。

產食品部積極扶植南韓本土泡菜產業，一方面擴大海外行

韓面臨史上最嚴重泡菜貿易赤字，2018年泡菜赤字

為了不讓中國製韓式泡菜繼續侵門踏戶，南韓農林畜

南韓泡菜貿易2006年首度出現赤字，之後幾乎年年入

銷，確保國際市場主導權，一方面也鞏固南韓國內市場，

超，只有2009年在人民幣走強時一度出超，2015年泡菜赤

目標將本土業者市佔率由目前的6成提高至7成。對於致力

字金額更跳增，直逼4000萬美元大關，2016年突破4000萬

研發泡菜產品外銷的企業，南韓政府將提供最高5000萬韓

美元後，2017年續擴大11％，創下歷史新高4730萬美元。

元補助，運費成本支持也將由目前的9％加倍至18％，並
繼續擴大海外行銷活動，宣揚韓國泡菜優點。

99％進口來自中國
南韓關稅廳數據顯示，2017年南韓泡菜進口1.29億美
元，出口僅約8100萬美元，進口量27.5萬公噸，是出口2.4
萬噸的11.5倍，其中99％進口泡菜來自中國。

強化品質與中國區隔
南韓政府還將透過集體採購原料及改良工序提高生產
效率等方式，提升本土泡菜競爭力，致力研究如何將產品

南韓世界泡菜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of Kimchi）2016

保存期限由目前30天延長至60天，以強化品質與食安，與

年曾統計，南韓餐廳所採購的泡菜89.9％來自中國。南韓

中國廉價製品區隔，未來也將加強查驗，確保市售泡菜產

深知問題嚴重性，2018年傾全力在全球推廣正宗韓國泡

品的食品安全。 另一方面，南韓部隊伙食未來也將供應韓

菜，輸出到68個國家，較2017年的63國增加，其中日本是

國泡菜，同時會有更多國道休息區供應韓國泡菜。官員表

最大買主，其次依序為美國、台灣、香港。南韓農林畜產

示，2020年開始，所有韓國泡菜包裝都會標示泡菜品質指

食品部數據顯示，日本去年自南韓進口5600萬美元泡菜，

標，註明鹹度、辣度及熟成度。

年增23％，美國進口900萬美元居次，年增24％，第3大買
主為台灣的500萬美元，香港則以450萬美元排第4。

泡菜傳承登錄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聯合國教

正宗韓國泡菜貴2倍

科文組織）2013年將韓國泡菜登錄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稱

儘管在南韓力挽狂瀾下，2018年南韓泡菜出口貿易額

「它是韓食組成的重要成分，超越了階級與地區差異。」

創歷史新高9750萬美元，年增幅20％，也是2006年有紀錄

「泡菜製作強化了韓國人的身分認同，是促進家族合作的

以來最強勁成長，無奈仍遠低於同期的泡菜進口貿易額1.4

絕佳機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補充，它也提醒人類社群

億美元，入超仍逾4000萬美元，泡菜赤字難以挽回。南韓

需要與自然和諧共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泡菜製品

泡菜進口近4年成長4成，純粹因為正宗韓國泡菜不如中國

有區域的差異，具體製作方式與成分，被視為重要的家族

輸出的韓式泡菜價廉物美，價差近2倍。

傳承，通常由婆婆傳授給她新進門的媳婦。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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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世界萬象

大英博物館
展出日本漫畫發展史
英國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即日起至8月26日，舉行日本以外世界最大的漫畫展覽，
詳細介紹日本的動漫文化。展出自浮世繪、上世紀70年代漫畫黎明期，至今天的多部漫畫作品。
際級的各大美術館、博物館，目前都朝向多元而創

辦方以造型藝術的視角出發，以細膩的研究，呈現出了本

新的方向努力經營中。在試圖觸及不同背景觀眾的

世紀最與日常接軌的藝術形式。

國

同時，也探討藝術殿堂與生活之間的關係。例如，台北故

展覽中介紹了漫畫如何自浮世繪中變化、日漸發展成

宮博物院於2018年展出台灣漫畫大師鄭問的作品（展覽名

熟、主題包羅萬有繼而改編動畫遊戲等，成為大型產業的

稱：「千年一問—鄭問故宮大展」），即獲得廣泛的討

過程。展館擺放多個角色模型，並按展出漫畫主題設計相

論。

應擺設，讓平常不看漫畫的來客亦能感受日本動漫魅力。

作為世界級的博物館指標，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

展品包括來自近50位漫畫家約70種作品，共計240個原畫

（British Museum）今年以開創性的策展，以《Mangaマン

和複製品，而且當代作品之外，還包括日本視覺文化的先

ガ》（漫畫）為名，展出以日本漫畫發展史為主題的特

驅葛飾北齋和河鍋曉齋的繪畫，以及漫畫為主題的當代藝

展。

術。同時也介紹未來發展，諸如作品數位化，走入遊戲和
動畫等多媒體，以及日本漫畫的國際影響力。

大英博物館Twitter封面換成《黃金神
威》阿席莉帕

日本漫畫視覺上帶來衝擊，適合資訊社交網絡時代

大英博物館官方Twitter 近日推了多

展覽策劃人羅斯瑪尼亞（Nicole Rousmaniere），表示

張《航海王》、《足球小將翼》、《波

日本漫畫在視覺上帶來衝擊，很適合今天的資訊社交網絡

族傳奇》等圖，已故大師手塚

時代。她希望透過展覽，除讓喜愛日本動漫的人外，亦能

治虫的《原子小金剛》和東

讓更多人認識和了解日本動漫文化。

村明子的《海月姬》原畫

大英博物館網站寫著：「漫畫作為一種視覺敘事的藝

也會出現在展內。特別的是，

術形式，隨著多媒體的應用風靡了全球。漫畫敘述的主題

大英博物館特地將封面換成《黃金

包羅萬有，故事可以是現實或虛構的，可針對如性別的社

神威》中，擁有愛奴血統的少女

會議題或是天馬行空的冒險奇遇。」「本展覽將展出日本

阿席莉帕。

原創漫畫及探索其全球影響力，如動漫和角色扮演等文化
現象。日本漫畫既充滿娛樂性，又能激發靈感，並且富有

日本漫畫的國際影響力
從大家熟悉的經典原子小金
剛，到高人氣連載中的海賊王，主

挑戰性。此展覽以前所未有的表達方式將這具影響力的視
覺藝術呈現給觀眾。」
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博物館之一，無論在觀光客或文
史工作者心中，大英博物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日

▼

圖為日本漫畫家野田智的漫畫作品《黃

金神威》中，擁有愛奴血統的少女阿席莉
帕。

本漫畫能進入大英博物館，代表其藝術性已獲得普遍的認
同。 華

已動工137年西班牙聖家堂
將於2026年落成
西班牙巴塞隆納知名景點聖家堂，自1882年動工以來，已經蓋了137年還沒完工，終於在近日取
得遲來的建照，不再是違章建築，盼能趕在2026年高第逝世100周年前蓋好，172.5公尺高的中央尖
塔，將成為歐洲最高宗教建築物。
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聖家堂」（Sagrada Familia）

位

教堂，原來從未獲得施工許

是西班牙建築大師高第（Antoni Gaudí）的畢生力

可證，意味這座巴塞隆納的

作，惟因高第意外逝世，教堂施工超過百年仍未竣工。

地標景點已經「非法營運」
一個多世紀。經過聖家堂和

137年後，終於拿到合法施工許可證

巴塞隆納市府達成協議，致

聖家堂在官網發表，宣布巴塞隆納市議會歷經137年

力興建及保存聖家堂的基金

後，終於發出合法施工許可證，效期至2026年，那也是高

會，同意未來10年支付3200

第逝世100周年。建造者則表示，那已足夠替此地標性羅

萬歐元罰款給巴塞隆納市政

馬天主教教堂蓋好中央尖塔，其中一座中心塔樓完工後，

府改善周圍環境作為交換條

聖家堂高度將達172.5公尺，成為全歐洲最高的宗教建築。

件，讓當局發出施工許可證讓工程合法化，今年再付460
萬歐元取得7年效期建照。高第生前曾被人問到為何聖家

13億換來7年效期 年吸逾450萬遊客

堂要蓋這麼久，他說：「我的客戶（指天主）並不急。」

聖家堂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工就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

聖家堂每年吸引逾450萬名遊客，更於2005年被聯合

築。它是在1882年動工，原本的設計師因建築成本太高跟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依參觀範圍支付17至38

出資興建的宗教團體翻臉，1883年由高第（Antoni Gaudi）

歐元門票入內參觀，每年另有2000萬遊客從外頭駐足欣賞

接手設計，巴塞隆納官員找不到1885年申請建照到底有無

這座龐大教堂。

獲得批准的紀錄，但聖家堂137年來仍持續施工。
西班牙當局在2016年意識到，這座仍在興建中的大

虔誠信奉天主教的高第，為聖家堂花了43年心血，但
他1926年被電車撞死時，聖家堂還蓋不到1/4，後人只能依
他留下的珍貴手稿和石膏模型繼續施工，不料1936年西班

聖家堂小檔案
全名
設計師

聖家堂贖罪殿（Baslica of the Expiatory Temple of the
Holy Famlia），為羅馬天主教教堂。

牙內戰遭無政府主義者燒毀部分手稿，花了16年才又拼湊
出高第的設計圖。

西班牙建築家高第（Antoni Gaudi）。

位置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巴塞隆納市。

開工

1882年3月19日，估2026年完工。

規模

長95公尺、寬60公尺，估可容納萬名信徒。

啟用

2010年11月7日教宗本篤16世主持新教堂奉獻儀
式，聖家堂正式獲得「宗座聖殿」頭銜。

特色

有東、西、南三個立面，分別代表耶穌誕生、受難
和榮耀；共設計18座高塔，最高的一座172.5公尺，
目前僅完成其中8座。

巴塞隆納是擁有最多高第設計建築之處
巴塞隆納是高第設計的建築密度最高的地方，他大膽
的現代主義美學激勵無數建築師。身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
徒，高第將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奉獻給聖家堂，直至1926年
意外過世，大部份設計都未能建成。他原先為耶穌的12門
徒每人設計一座鐘塔，但可能永遠無法興建。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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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鳳凰古城迴龍潭
的景色很美。

吳宗錦｜圖‧文

遊湘西最美小鎮

鳳凰古城
說起湘西小鎮「鳳凰古城」，被稱為是中國最美麗的小城，
如果想目睹真正的湘西風情，一定要到鳳凰古城走一趟。鳳凰古
城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鳳凰縣的縣城，它緊鄰沱江而建，
因此又名「沱江鎮」，以吊腳木樓布滿山坡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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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鳳凰古城的標誌性建築「虹橋」夜景。

個小鎮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故鄉，他在著作《邊

這

鎮建於清朝康熙時期，目前是全國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小

城》一 書中，描繪出鳳凰古城樸實而迷人的湘西風

城內的古代城樓、明清古院，風采依舊，頗有古風。沱江

情。鳳凰古鎮集居著漢族、苗族、土家族、回族等，形成

鎮集居著漢族、苗族、土家族、回族等，形成了多彩多姿

了多彩多姿的民族風情，小城內的古代城樓、明清古院，

的民族風情，是文人墨客最愛駐足的地方，也是最適合來

風采依舊。在青山、綠水、古橋、吊腳樓、石板街之間，

此悠哉踱步、沉澱心靈的小鎮。在這青山、綠水、古橋、

處處可見細緻溫柔與古老歷史積累的濃厚文化底蘊。

吊腳樓、石板街的苗族小鎮，處處可見細緻溫柔與古老歷

鳳凰古城所在的鳳凰縣，地處武陵山脈南部，雲貴高
原東側，湘西丘陵地區，沱江的中下游位置，全縣多山

史積累的濃厚文化底蘊。鳳凰古城，不論白天或夜晚，其
獨特的湘西風情都值得去深深的體驗。

地。沱江從西至東橫貫鳳凰縣境中部地區，流經沱江鎮至
瀘溪縣河溪會武水，在武溪鎮匯入沅水，全長一百三十一
公里。鳳凰縣在苗語湘西方言中稱作「吉寨」，縣治沱江
▼橫跨沱江的「虹橋」風雨樓。

從橫跨沱江的「虹橋」開始遊覽
我們中午過後才到達鳳凰古城，從橫跨沱江的「虹
橋」開始，登上二樓觀賞沿著沱江兩岸而建的鳳凰古城風
光，遊船划江而過，兩旁沿岸的土家吊腳樓依山而建，一
棟挨著一棟。橫臥於沱江之上的「虹橋」風雨樓以它的壯
觀和俊美拔地而起，這其實就是一道重疊的風景，這道風
景，由下而上、由古而今穿越著六百多年的歷史。
接著我們走到「東門城樓」參觀，城樓緊靠著沱江而
建，為鳳凰古城四大城門之一，始建於清康熙五十四年，
城門下部由紫紅砂岩砌成，城樓上部則用古磚砌築。沿著
城牆，只見城牆一邊的各種商家林立。下了城牆，前往參
觀鳳凰縣二十四家祠堂之一的「楊家祠堂」，也是唯一一

第四十二期∣2019∣華商世界

61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鳳凰古城迴龍潭的夜景。

家建築在古城內的祠堂。楊家祠堂始建於道光十六年，木

刻鳳，但小巧精緻，古色古香。特別是那些帶有湘西風味

造結構的四合院，上下兩層，占地面積七百七十平方公

的雕花木窗，雕琢工藝精良，格外引人注目。故居內擺放

尺，建築工程精細，富有民族特色。

了沈從文和夫人張肇和使用過的家具、書桌等，也懸掛著

接著來到建於一八八四年的典型的南方四合院「崇德
堂」，是江西豐城人裴守祿所建，當時鳳凰縣城非常繁

他們兩人的生活照，睹物思人讓人想起了當年沈從文追求
張肇和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

榮，只有十六歲的裴守祿來到鳳凰做生意，憑著自己的聰
明與智慧建立了自己「裴三星商號」，賺了錢建了這座古

「鳳回頭」銀項鍊是湘西人的定情物
當老師的沈從文看上了學生張肇和，為了追求張肇

然後我們前往參觀位於古城南中營街的「沈從文舊

和，沈從文每天寫一封信給張肇和，剛開始張肇和對沈老

居」，這是一座南方典型的四合院，為木質建築，無雕龍

師不感興趣，信看也不看，更不用說回信了。可是沈從文

▼

宅。

穿著苗族服飾的遊客幾可亂真。

仍然一往情深，每日一信從未間斷。經過一段很長的時

▼「東門城樓」緊靠著沱江而建。

間，有一次信中附上一只沈從文設計後請
銀飾工匠專門打造的「鳳回頭」
項鍊，才引起了張肇和的注意，
在張肇和二位姐姐的鼓勵下，張
肇和才接受了沈從文，鳳凰終於回
頭對望了。這個「鳳回頭」銀飾項
鍊現在已經成為湘西人的定情物了。
接著我們走到古城廣場，廣場中
央的「鳳凰」雕塑是鳳凰古城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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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烏蓬遊船觀賞沱江岸邊的吊腳樓。

古城裡很有特色的啤酒屋。

接著參觀廣場邊的「苗族銀飾傳習所」，觀看銀飾工匠的

獨特、雕琢玲

製作銀飾手藝。接著我們來到「古城博物館」參觀，博物

瓏剔透的建築群落。參觀完後，我們走路到陀江邊，我們

館館址範圍即為清光緒年間道臺衙門的組成部分，陳寶箴

沿著陀江江邊步道觀賞當地的土特產商店。經過雙層的橋

三代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鳳凰古城博物館的陳寶箴世家館

樓走到對岸，再從陀江中間的木頭矮橋回到集合的地方。

內，陳列了湖南巡撫陳寶箴（一八三一年至一九○○年）

這時候天色開始變暗了，陀江兩旁的吊腳樓燈光也開始亮

的後裔向博物館捐贈的家族歷史文化遺產。包括遺物、遺

起來，虹橋的燈光也打開了，看著兩岸已有百年歷史的土

照、圖片、資料、著作、文獻等，也是鳳凰古城又一道人

家吊腳樓夜景，另有一番韻味和不同的體驗。晚餐我們在

文景觀。

「九黎部落」土家餐廳品嚐當地的風味菜，餐廳的土家族

最後我們前往遊船碼頭乘坐烏蓬遊船，沿著陀江行船
觀看兩岸風光，到了萬壽宮前的碼頭下船，之後我們進入

姑娘還來唱山歌助興。鳳凰古城，不論白天或夜晚，其獨
特的湘西風情都值得去深深的體驗。 華

建築規模宏大的「萬壽宮」參觀。萬壽宮是一處設計精巧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
館學系畢業，一九八三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
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
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
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
校友會理事長、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
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長、南加州《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
輯、《華商世界》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著作有：《錦繡神州》、《美
國新家園》、《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關鍵時
刻》、《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洋》、
《青澀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編有
《世界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

▲著名作家沈從文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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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我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只能當董事長。

無心的一句話，會顯現出一個人的人品；與其說出不成

——統一企業集團創辦人∕高清愿

熟的話語，不如選擇沉默。

他認為「簡單」就是福，他對公司的管理方針也就

——韓國著名作家∕李起周

非常簡單，凡事只抓大方向，其他全權交給專業經理人

世界所有力量都具有反作用力，言語的力量也是如
此，要是沒有拿捏好說話或用字遣詞的分寸，一夕之間斷

負責。

送前程或墜入萬丈深淵的例子，比比皆是。

適時放棄、修正方向，而不是吊死在一棵樹上。
——佚名者

偉大的時代，做有意義事情，創業儘管很累，但要愉
快，不要感到無奈。
——阿里巴巴關係企業「五阿哥」執行長∕苗峰

發現方向錯誤時，要設下停損點趕緊放棄、及時調

他認為科技推陳出新，更加劇企業競爭，現有成績可

整，才是明智的選擇。方向錯誤的失敗，不必硬

能一夕崩解。不管是在舊產品持續創新，或超越對手到下

撐。

一決勝據點，都必須不斷調整定位，如同變形蟲為了適應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

環境而改變。

他表示，失敗的時機點很重要，早一點失敗，才有
機會東山再起。

創業好像下圍棋，你要多想幾步。
——兒童思維訓練平台「火花思維」創辦人∕羅劍
雖然痛苦，但只要擁有堅持不放棄的態度，就能抓到

他舉例說：今天我就會思考我們的團隊，明年是什麼
樣子，應該在哪些方面與人不同，我們應該提前建設哪些

打破困境的契機。
——美國大聯盟打者∕鈴木一朗

方面。

鈴木一朗在球場上跟球場下都讓人感佩，很多精神
是值得球員或球迷學習的，一朗本身就說過很多富有哲
理的話，不論在球場或現實生活都受用無窮、發人沈
思。

企業追求「利他、共好」，才是最佳的「利己」。
——台灣大學EMBA執行長∕謝明慧
他認為，企業在權衡「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
時，必須建立道德規範，避免踩到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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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與親和，是主管者都需要的兩種角色，接受、

多想兩步，你的人生就不一樣。

認同、尊敬、愛慕，是成為好主管會經歷的四個層

——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杜書伍
他表示，對年輕人來說，每一個當下的選擇都很重

次。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理事長∕何飛鵬

要。從你的未來回頭看，會發現凡事多想兩步，想到細節

嚴厲會讓主管在推動工作、下達命令上更加順暢；

裡去、想到長期發展，你的判斷與選擇，或許就不一樣。

而親和力則可增加部屬對主管情感的認同，營造朋友與
自己人的感覺，強化團隊的凝聚力。

不只是活到老學到老，而是要有系統、有計畫、有紀律
的終身學習。
生命太短暫，所以不能空手走過，你必須對某樣東西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他認為，一旦有了終身學習的習慣，就可培養終身思

傾注你的深情。
——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
他在給哈佛畢業生的忠告中表示：當開始生活的新

考的頭腦。學校應該教獨立思考，教導以讓學生終身學習
與思考為目的，不以記得多少為目的。

階段時，請跟隨自己的愛好。如果沒有愛好，就去找，
找不到就不甘休。此外，他也提醒，取得成就的時候，
不要忘記前人，並且在未來的人生中，做一個慷慨大方
的人。

迷一次路，不如問十次路；做種子的小麥，不可食用。
——摘錄自「塔木德」

好好照顧你的身體和心靈，別讓他像生鏽的車，哪裡
也去不了。
——傳奇投資人∕巴菲特
他強調，人一輩子只有一個身體及心靈，若年輕時
不好好照顧，就像車子一樣逐漸生鏽。若現在不好好照
顧身體及心靈，等到40或50歲，就會像這輛生鏽的車，
哪裡也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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