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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冠肺炎影響到全球的經濟，證實了「中國打噴嚏，全球

新

都感冒」這句話的真實性，對整個世界的經濟運行將產

生重大影響，尤其是中國做為生產者，製造業產值目前約占全
球的百分之三十，而做為全球的消費大國，當然也大受影響。
而作為全球觀光客的主要來源國，2019年出境人次達到1.68億
人次以上，這樣一個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因疫情而凍結，對全球
生產及消費市場帶來的大衝擊，可想而知了。
剛進入2020年，也正是華人春節即將到臨之際，中國武
漢發生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擴散，讓中國發佈旅行禁令和封
城隔離，導致大量工廠關閉，服務業失去顧客。隨著各國病情
的蔓延、隔離與恐慌、導致航空旅遊、消費觀光暫停、產業斷
鏈、全球經濟當機，世界頓時變成了各自為孤島的冰封世界。
到三月中旬為止，已在全球超過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蔓
延，包括歐洲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也無法幸免，人們的生活和工
作大受影響，全球經濟、實體商業及生產供應鏈更受到嚴重衝
擊，經濟預測一改再改。從確診案例的速度、擴散國家的數
目，據專家判斷，其影響甚至超過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嚴
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對全世界經濟的外溢衝擊也比過去來
的嚴重，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十七年前的四倍之
多，其影響之深遠已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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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故事】以「疫情蔓延下．數位商機崛起」為主
題，探討這個突如其來的病毒會帶給全球經濟怎麼樣的影響，
刊出了「中國發生疫情冰封全球經濟」、「展現大數據科技實
力之關鍵時刻」、「數位新生活提前十年到來」等幾篇文稿給
大家作為參考。當然，我們期盼疫情能夠早日消失，讓世界早
日恢復應有秩序與正常的生活。
【特別報導】報導了英國脫歐之後「道別歐盟，英歐進
入協商談判過渡期」和「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簽署後」。
【財經訊息】刊登了「中國央行加速發行數位貨幣」。【產業
風雲】刊出了「歐盟AI白皮書」、「歐盟決議推動新一波充電
器規格統一」、「抖音＋TikTok下載量冠全球」等精彩內容。
【寰宇行腳】刊出羅馬梵蒂岡教廷的外一章「法國亞維農教皇
城」，雖然現在這個時候不適合旅行，但不妨紙上臥遊一番。
其他【全球視野】、【世界萬象】、【華商短波】、【全球智
慧】等專欄也有不同的精彩內容，請大家自行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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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蝗災肆虐，威脅非洲糧食經濟
70年來最嚴重的沙漠蝗蟲災害正肆虐東非，加劇糧食短缺的危機，可能危及該地區依賴農業作
為食物來源的經濟體。此外，202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上，氣候變遷議題也成為眾所矚
目的焦點。最新報告顯示，全球有44兆美元（占全球逾半GDP總值）的經濟產值非常依賴大自然。
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聯

去年12月首見蝗害的索馬利亞，在今年2月初宣布進

FAO）2月25日向國際發出警訊，目前遭受蝗災嚴

入「全國緊急狀態」，傾全國之力救災，並請求國際馳

重肆虐的國家，特別是東非的肯亞、索馬利亞以及衣索比

援，讓索馬利亞成為「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地區

亞，若持續缺乏整治資金和滅蟲資源，勢必會持續衝擊糧

第一個因蝗蟲為害而進入緊急狀態的國家。

食生產，造成重大人道危機。而沙漠蝗蟲一路蔓延到印
度、巴基斯坦地區，鄰近的中國也為此感到憂心。

沙漠蝗蟲每日能消耗掉近3.5萬人份糧食
沙漠蝗蟲是全世界最具破壞性的遷移害蟲，長久以來

近25年來最大規模的蝗蟲災禍

都是非洲糧食最大的威脅。這種蝗蟲不僅一天能飛越近

這波非洲蝗災是從2019年開始急遽惡化，根據聯合國

150公里的距離，且每年甚至可以誕生5代種群。每隻體長

農糧組織（FAO）表示，這是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25年來

約6∼7公分，數以千億計的數量，估計每日能消耗掉近3.5

最嚴重的一場蝗蟲入侵，肯亞則是70年來沒見過如此嚴重

萬人份糧食。在去年底在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邊境出現

的蝗害。不少意見認為，這是氣候變異所導致的。

後，就迅速擴散至各地區。且目前數量還在激增當中，約

截至2020年2月，狀況仍未平息好轉；東非蝗災之所

3~4週就可成長20倍，破壞力相當驚人。

以如此嚴重，原因之一是極端氣候助長了蝗禍的擴散。北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已發出警告，若無法

印度洋2019年出現罕見的氣旋活動，讓東非受到旱災與水

在3月以前控制當下這波蝗蟲，到6月預計數量將會暴增到

災夾擊，成了適合孵化蝗蟲的溫床，在適切的溫度與濕度

500倍，原本就因貧窮、戰亂與各種天災人禍而面臨糧食

下，使得當地的蝗蟲得以繁衍速度更快、擴散範圍更廣。

危機的東非，屆時恐怕將陷入嚴重饑荒。雖然FAO已向國

非洲東北部近數個月異常降雨，導致沙漠蝗蟲孵化量

際請求7,600萬美元捐款，以擴大除蟲行動，但如今募款進

暴增，3,600多億隻蝗蟲肆虐，在肯亞、衣索比亞和索馬利

度不如預期，預計嚴重災區今年難以逃避飢荒。

亞啃食光成千上萬英畝的農地。繼衣索比亞、肯亞、索馬
利亞、厄利垂亞和吉布地農田幾乎慘遭蝗災摧毀殆盡後，
近幾日鄰近的南蘇丹、烏干達和坦尚尼亞也開始遭殃。

蝗災東遷至印巴地區
此外，蝗災正向東蔓延，已越過中東半島，甚至在今
年初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區。巴基斯坦政府已宣佈全國

對當地糧食和生計造成前所未見威脅

進入緊急狀態，而印度也有近37萬公頃農田遭殃，已造成

聯合國農糧組織（FAO）警告，這波蝗蟲災情已經

上百億盧比的經濟損失。FAO認為，如果沙漠蝗能經印度

快速擴散到整個東北非，離烏干達和南蘇丹僅不到200公

遷至緬甸等東南亞國家，那麼也有可能進入中國大陸雲南

里，而目前還只是「數量激增」（upsurge）等級，若接下

等地的可能。但據中媒報導，如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龍認

來一年都無法控制，恐釀成「蝗災」，對當地糧食和生計

為，此次蝗災不會蔓延至中國，因為受限於中國與印巴地

造成前所未見的威脅。

區接壤的地形，蝗蟲很難越過高海拔的寒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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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洪水加蝗蟲 非洲深受所苦
蝗蟲大軍蹂躪非洲大陸，加劇糧食短缺的危機。在非
洲，多達2500萬人已連續3年深受乾旱和洪水所苦。

報告發現，許多產業的供應鏈對於大自然其實有「隱
性依賴」，曝險度可能比想像高。舉例來說，有6個產
業雖跟大自然直接相關的總增加值（gross value added，

信評機構穆迪（Moody's）最新報告顯示，對於嚴重

GVA）不到 15％，但其供應鏈卻有超過50％的GVA對大自

依賴農業的經濟體而言，蝗災會「傷害信用」。農業約占

然高度或溫和依賴。這些產業分別是：化學與原物料；航

東非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三分之一，並提供肯亞以外

空、旅遊及觀光；房地產；採礦與金屬；供應鏈與運輸；

的該區逾65％的就業機會。

零售、消費性商品及樂活產業。

穆迪說，蝗災將「使位於『非洲之角』的國家存糧備

中國、歐盟及美國跟大自然產業有關的經濟產值（以

受考驗，並增加通膨壓力，原因是食物占消費者物價指數

絕對值來計算）最高，分別有2.7兆美元、2.4兆美元與2.1

（CPI）中相當高的比率」。穆迪副總兼資深信用主管達

兆美元。

林普（Kelvin Dalrymple）說：「主要農作物長期短缺引
發的食物價格上漲，加劇東非社會動盪的可能性，我們認

重新定義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為該區政治風險提高，以及社會可能陷入動盪。」報告也

WEF常務董事Dominic Waughray 表示，大家需要重新

說：「此外，東非人均收入低，加上所得差距和貧窮水準

定義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經濟活動對大自然造成

皆很高，導致這些國家脆弱而無法承受衝擊。」

的傷害，不可再被視為外部因素。這份報告顯示，大自然
遭破壞，對所有產業都有實質損害，對於全人類未來的

氣候變遷恐危及全球半數 GDP
202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上，氣候變遷議
題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最新報告顯示，氣候變遷恐危
及全球半數 GDP。

經濟安全來說，則是一項迫切且非線性（non-linear）的風
險。」
澳洲野火不斷肆虐、已在當地釀成生態浩劫，科學家
警告若全世界無法快速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未來

WEF 與專業機構 PwC UK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最新科

類似的慘況恐將成為常態。報告發現，天候變遷導致容易

學研究顯示，目前已知的動植物中，約25％受人類活動威

發生火災的天候（即所謂的fire weather、火險天氣，指天

脅，多達100萬個物種瀕臨滅絕，有許多會在數十年內遭

氣炎熱、濕度偏低、降雨量偏低、風勢強勁的組合同時出

逢這樣的命運。

現）頻率增加，嚴重度也上升。除了澳洲之外，科學家也
在美國西部、加拿大、歐洲南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亞

全球有44兆美元經濟產值依賴大自然

馬遜、西伯利亞觀察到類似效應。 華

在分析163個產業及其供應鏈後發現，全球超過一半
的GDP都需仰賴大自然。授粉、水質和疾病控管即是生態
體系能夠發揮作用的幾個例子。分析顯示，全球有44兆美
元（占據全球逾半GDP總值）的經濟產值對大自然具依賴
性。其中，營建（4兆美元）、農業（2.5兆美元）、食品
及飲料業（1.4兆美元）對大自然的依賴度最高，合併的經
濟產值約是德國整體經濟2倍大。一旦大自然遭破壞，這
些產業將受嚴重干擾。統計顯示，高度依賴大自然的產業
對全球GDP的佔比為15％（13兆美元），溫和依賴的產業
占比則達37％（31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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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洲溫度創新高．凸顯全球暖化趨勢
南極洲西摩島（Seymour Island）2月9 日測得攝氏 20.75 度的高溫紀錄，是南極地區氣溫有
史以來第一次突破20度，全球氣候變遷已對極地造成嚴重傷害。科學家警告，這個警訊令人不敢置
信，也是異常的狀況。
界上最冷、風勢最強也最乾燥的南極洲，2月9日

世

國曾表示，過去十年是史上最熱的十年，其中2019年為最

出現有紀錄以來最高溫，由巴西科學家在西摩島

熱的一年，2016年次之。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資料，南極

（Seymour Island）測得攝氏20.75度的高溫紀錄，是南極

洲的溫度通常不會這麼高，海岸地帶約是攝氏零下10度，

地區氣溫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20度。之前南極洲最高溫紀

內陸海拔較高處通常是攝氏零下60度。此外，專家們將圍

錄是1982年1月在西格尼島（Signy Island ）測得19.8度。

繞這一氣象事件展開研究，特別是探討它是否與一種被稱
為「焚風」的天氣現象有關。

南極洲是地球溫度上升速度最快的地方之一

據《大氣科學詞典》解釋，焚風是沿背風坡下吹的乾

這些數據還須由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熱的地方性風。最早指越過阿爾卑斯山後在德國、奧地利

Organization，WMO）核實後確認，但高溫紀錄確實與南

谷地變得乾熱的氣流。南極洲的氣溫破紀錄，代表著地球

極半島和附近島嶼近期的溫度變化相符，平均溫度比工業

暖化，溫室效應加劇，排放的二氧化碳越來越多。除了人

革命之前高出近3度，是地球溫度上升速度最快的地方之

為因素，今年初的澳洲森林大火可能也有關係。

一。
近年冰川加速融化，尤其是南極冰蓋的融化，正使得
海平面持續上升，威脅著沿海的大城市和小島國家。聯合

南極洲熱浪來襲9天．融化20％積雪
全球暖化速度加劇，南極洲在2月遭遇為期9天的熱浪

▼從NASA陸地衛星8號，自2月4日至13日，拍攝南極洲東北端的鷹島（Eagle Island）的變化，為期9天的熱浪侵襲南極大陸，可以清楚見到大量積雪一
天天地被消融，形成融池（melt ponds），即衛星圖像上淺藍色的區域。這次的高溫導致鷹島的冰雪融化了4英吋（約10.16公分），相當於全島的20％
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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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從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陸地衛星8號

南極企鵝失去棲地，數量銳減 50％

（Landsat 8），自2月4日至13日，拍攝南極洲東北端的鷹

此外，雖然南極的東部和中部的溫度相對穩定，但

島（Eagle Island）的變化，為期9天的熱浪侵襲南極大陸，

是西部地區的情況令人擔心，海洋暖化破壞南極洲的

可以清楚見到大量積雪一天天地被消融，形成融池（melt

思韋茨冰川（Thwaites Glacier）和松島冰川（Pine Island

ponds），即衛星圖像上淺藍色的區域，使得長年被雪覆

Glacier），直到目前為止，冰川的融化已造成海平面小幅

蓋的土地暴露在外。

上升，但是若溫度持續上升，海平面高度可能會出現快速

這次的高溫導致鷹島的冰雪融化了4英吋（約10.16公

變化。

分），相當於全島的20％冰雪。美國麻省尼科爾斯學院冰

其中，受氣候影響最大的是與南美洲相望的狹長型南

川學家佩爾托（Mauri Pelto）表示，「我從未看過南極洲

極半島。依據《衛報》報導，雖然每年夏天南極冰層都會

冰雪融化形成水池的速度如此之快，你可以在阿拉斯加或

出現某種程度的融化，但科學家們表示，融冰現象近幾年

格陵蘭看到這種情況，但南極並不常見」。

來更為明顯，冬季均溫升高程度比先前快速。專家認為，

氣候學家費特韋斯（Xavier Fettweis）繪出從南極半島

氣候暖化正是導致近年頰帶企鵝（chinstrap penguin，又稱

流入海水的融冰量，並指出熱浪是造成今夏海平面上升的

南極企鵝）數量下跌逾 50％ 的原因，企鵝因為融冰而失

最大主因。

去棲地。
研究專家指出，來自這些地區的觀測數據，也可以反

聖嬰現象導致異常高溫
多國科學團隊遠端監測南極氣候狀況。來自巴西
「Terrantar」研究團隊，在南極 23 處地區架設監測設備，

映南極其他地方的情況。「南設得蘭群島和南極半島這類
前哨地區十分重要，因為（透過數據）可以預測未來情況
的發展。」

欲探究氣候變遷對於永凍土和生物的影響。
研究員希佛爾（Carlos Schaefer）表示，南極半島的南

暖化造成極地雪藻血紅一片

設得蘭群島（South Shetland Islands）以及西摩島所在的詹

地球暖化是近年來令人憂心的議題之一，近來南極的

姆斯羅斯島群（James Ross archipelago），在過去 20 年之

林德斯島（Galindez Island）被科學家拍到，原本應該是一

中溫度一直不穩定，但在 21 世紀的前 10 年經歷冷卻後，

片純白雪的大地，竟然變成一片如血染過的紅，其實這是

溫度快速上升。

極地雪藻（Chlamydomonas nivalis）從睡眠中甦醒，但大

參與南極研究計畫的巴西科學家指出，異常高溫顯然

量極地雪藻存在同時也證明了氣候變遷，令人擔憂。

是受到聖嬰現象（El Niño）影響，「大氣層中的氣候變

海洋生態學家佐托夫（Andrey Zotov）發現這片血紅

遷，與永凍土和海洋的變化密切相關，整個情況都是環環

是「極地雪藻」在迅速增生產生的景象。幼期的極地雪藻

相扣。」

因有葉綠素，因此會呈顯綠色，後來會因為含有類胡蘿蔔

氣候變化對南緯 60 度以南的陸地、島嶼和海洋的南

素以及蝦青素而逐漸轉為橘紅色，它們有細胞壁能抵擋紫

極洲各處，影響不盡相同。地表上有 70％ 的淡水都以冰

外線的輻射，也能吸收能量融化更多雪，這能證明南極氣

和雪的形式儲存在南極洲。若南極洲的冰層全數融化，全

溫比以前來得更高，也顯示了暖化日趨嚴重。

球海平面將上升 50 至 60 公尺，但這個海平面上升的過程
耗時幾個世代。

科學家研究指出，融冰出現多的地方藻類會大幅增
加，而藻類多的地方又會讓雪融得更快，會出現大量極地

聯合國科學家預測，至本世紀末，海平面高度將在 30

藻類，等於該地的氣溫變高，2月13日探測器附近的西摩

公分至 110 公分之間，至於確切上升程度取決於人類對於

島達到破紀錄的20.75度高溫，這也是南極洲第一次單日破

減少碳排放做出多少努力。

20度，情況令人擔憂。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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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修正對「開發中國家」貿易政策
美國特朗普政府正修改美國貿易救濟法中的一項主要豁免，將中國、印度和南韓等20多國從美
國認定的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清單中剔除，這代表日後對這些國家啟動反補貼調查的門檻降低，
也更易於祭出懲罰措施。
國近年來多次重申，WTO續用已開發國家、開發中

美

美國貿易代表署說，修改對開發中國家的反補貼調查

國家的二分法等措施，以及相關名單，皆源自1998

方法是必要的，因為美國先前的相關準則可追溯至1998

年，既不嚴謹而且早已不合時宜，使得WTO部份成員國

年，已經過時。這一發展也代表美國20年來對開發中國家

持續享有貿易不公的優勢。白宮也曾經多次意有所指地表

的貿易政策已有明顯轉變，可能導致對全球一些首要出口

示，當富裕的國家卻能聲稱為開發中國家，將對其他經濟

國的處罰更加嚴厲，另外也反映特朗普對中國和印度等大

體造成傷害。

型經濟體以開發中國家地位在世貿組織（WTO）享有優惠
待遇感到不滿。

美國將取消對25個經濟體的特殊待遇
為降低針對其他國家是否透過不公平出口補貼，危害

巴西、南韓、新加坡已放棄其開發中國家地位

美國產業的調查門檻，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 2月發

遭美國取消自行認定為享有優惠待遇的開發中國家名

布《根據反補貼法指定的開發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

單包括：阿爾巴尼亞、阿根廷、亞美尼亞、巴西、保加

（Designations of Developing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利亞、中國、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喬治亞、香港、印

Under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Law），發表了更新的「發展

度、印尼、哈薩克、吉爾吉斯、馬來西亞、摩爾多瓦、蒙

中國家」清單。

地內哥羅、北馬其頓、羅馬尼亞、新加坡、南非、韓國、

這個清單最引人注目的是，25個在WTO規則下是「開

泰國、烏克蘭和越南等。

發中國家」，可以享受WTO給予「開發中國家」優惠待

這些曾經自行宣布為開發中經濟體的特殊待遇者多達

遇的成員國，都被美國強行升級為「發達」國家了。25個

25個。當中有些國家近期已同意放棄其開發中國家地位，

經濟體包括自稱為開發中經濟體的中國、香港、印度、巴

例如巴西、南韓、新加坡。但中國、印度和其他數十個

西、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

WTO成員，包括玻利維亞、柬埔寨、古巴、老撾、阿曼、

儘管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名稱是適當的，但許多名不副

巴基斯坦和委內瑞拉等國都拒絕放棄。

實。例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世
界上十個最富有的經濟體中，有七個（汶萊、中國香港、

中美持續爭議是否為開發中國家

科威特、中國澳門、卡塔爾、新加坡和阿拉伯聯合酋長

根據華府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國）目前聲稱「開發中國家」的地位。G20和經濟合作與

Institute）報告顯示，在中國加入WTO之後，美國對華貿

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墨西哥、韓國和土耳其也都自

易逆差激增，估計在2001年至2018年，美國損失了370萬

稱為「開發中國家」。

個工作，有近9萬家製造工廠關閉。中國通過貿易扭曲手

今後這些國家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如果獲得的政府

段（Trade-distorting practices）、匯率操縱以及對勞工的壓

補貼超過產品價值的1％，就會面臨美國政府的反補貼調

榨，使大量廉價和受到中國補貼的產品充斥美國市場，讓

查並被課徵反補貼關稅，不可以再享受2％補貼額的容忍

美國製造業受到嚴重打擊。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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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認為，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一直堅

持認為自己是開發中國家，美國從未接受過中國為「開發
中國家」，而且當前的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
值已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中國占全球貨物出口
總額的近13％，而其在此類出口中的全球份額在1995年至
2017年間躍升了五倍。自2009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每年全
球最大的貨物出口國。此外，中國在出口中的領先地位不
限於低工資製造業的商品。中國目前在高科技產品出口方
面居世界首位，僅此類出口在1995年至2016年間就增長了
3800％。
中國的境外直接投資（FDI）價值近1.5萬億美元，超

分會員「不公平優勢」，特別點名應取消中國「開發中國

過了36個OECD國家中的32個，而其接受外國直接投資近

家」特惠地位。去年特朗普也曾論及汶萊、南韓、香港、

2.9萬億美元，超過了除一個OECD國家之外的所有國家。

澳門、卡達、印度、巴西、科威特、新加坡、土耳其、墨

中國占全球500強企業中的120強，其國防開支和太空衛星

西哥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富裕經濟體，竟仍宣稱為

總數僅次於美國。

「開發中國家」。

中國表示永遠不會同意放棄其作為開發中國家的權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訪問瑞士達沃斯（Davos）時表

利。中國駐WTO代表張向晨在WTO的2019年度第四次總

示，WTO對美國不公平，「中國被當做開發中國家，印度

理事會上說：「我們不會做力所不逮的承諾，更不會放棄

也被當做開發中國家，但我們就不是。依我想法，我們也

自己作為開發中成員的合法的制度性權利。對於今後具體

是開發中國家。」

談判中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如果確有需要，我們會直言相

WTO給開發中國家優惠待遇，是希望協助較貧困國家

告，並在談判中盡力爭取；如果不再需要了，我們會毫不

減少貧窮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依WTO規定，若外國的補

猶豫把機會讓給更需要的開發中成員。」

貼符合微量原則（通常被定義為低於從價稅的1％），各
國政府須終止反補貼稅調查，然而，開發中國家適用不受

反補貼稅目的是抵消出口國補貼負面影響
反補貼稅是根據WTO規則徵收的進口貿易關稅，目的
是抵消出口國補貼的負面影響。在進口國發現外國補貼其

調查的門檻為補貼低於從價稅的2％。特朗普政府則尋求
停止讓屬於G20或OECD成員國、或被世銀劃分為高所得
國家享有特殊待遇。

出口，損害進口國的國內生產者競爭力之後，經過合法調
查才能強加這些關稅。根據WTO的規則，一個國家可以發

關鍵仍然是中美的雙邊關係

起自己的調查並決定收取額外關稅，但前提是這些額外關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WTO高級研究專家蓋瑞．豪夫

稅符合關貿總協定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簡稱為

鮑爾認為美國此舉對中國沒有實質影響，因為「與正在進

《反補貼協定》）。

行的貿易戰相比，中國在《反補貼法》方面失去的利益是

根據WTO的《反補貼協定》，如果補貼金額低於從價
的1％，則進口國必須終止反補貼調查，但對於開發中國
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最低標準提高到2％。

微不足道的。」
換句話說，關鍵仍然是中美的雙邊關係。美國此次單
方面宣佈取消中國的開發中國家地位，主要企圖是在雙邊
貿易領域給中國施壓，如果WTO改革不照美國提案進行，

特朗普：我們也是開發中國家
特朗普多次要求改革WTO，希望據實檢討並且取消部

此前的單方面增加進口關稅仍然會是美國在雙邊談判中的
籌碼。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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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富裕國家2兆美元財富
恐在2034年散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隨著石油需求接近峰值水準，波斯灣的阿拉伯君主制國家將面
臨一場預算大審判，他們的2兆美元金融財富也許會在15年內消失殆盡。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全球

國

由統治王朝掌控的這6個國家累積約2.5兆美元的金融資

石油需求可能比預期更早開始下降，為「海灣合作

產，這筆收益透過主權財富基金大多投資海外。不過油價

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會員國的財

在2014年中大跌，打擊波斯灣合作理事會成員國的財政，

政帶來壓力。海灣合作委員會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

造成收益驟降，迫使他們借貸並動用資產來填補預算赤

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組成，原油產量占

字。波斯灣合作理事會國內生產毛額（GDP）因此遽降，

全球的五分之一，且原油收入占公共收益70％到90％。

IMF預估去年經濟成長從2018年的2％降到0.7％，遠遠不
及油價暴跌前4％以上的成長率。

若不進行經濟改革，2034恐成淨債務國

IMF表示，全球能源市場正經歷重大變革，新興科技

在這份名為「海灣合作委員會 （GCC） 石油和財政

雖提升供應量，但市場擔心因為氣候變遷，全球開始發展

可持續性的未來（The Future of Oil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再生能源。IMF說：「這樣的前景對於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in the GCC Region）」報告中，IMF稱，在考慮到收入和

地區的財政永續帶來重大挑戰。」該地區必須為原油長期

人口增長之後，全球石油需求呈現出強勁而持續的下降趨

需求減少和油價下跌進行調整。

勢，下滑速度可能比預期更快。全球石油需求預計於2040
年或更早時達到頂峰，這可能對石油輸出國帶來重大影
響，這些國家應加快財政改革。

石油市場的需求和供應，發生結構性變化
IMF中東中亞部主任Jihad Azour指出：出於石油市場

IMF 認為，如不進行果斷的經濟改革，中東富裕國家

的需求和供應正發生結構性變化，部份GCC國家正進行的

可能會在2034年耗盡他們的達2兆美元的財富，並成為淨

經濟改革需要加速，如由政府提供支出和創造就業機會的

債務國。此外，再過十年，他們的非石油財富也將枯竭。

做法，需轉移到私營企業，並加快發展更多非石油收入來
源。

六國仰賴原油20年，累積2.5兆美元金融資產

報告指出，如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雖

IMF表示，波灣國家對號稱「黑金」的原油強烈依

然正發展新的產業，但兩國的發展步伐不夠快，恐無法避

賴。過去幾十年來靠石油致富，他們目前只能加速並擴大

免現金短缺。且儘管中東的石油生產商已進行少數改革，

經濟改革，避免成為淨債務國。

但它們未藉削減支出以彌補石油收入下降，並因此導致虧

直至2014年止，他們仰賴可觀的原油收益將近20年，

損。
IMF建議，GCC國家可能需要進一步削減開支，並實
行廣泛的稅收以維持收支平衡，但若在改革計畫真正有效
前，全球石油需求就呈現下降趨勢，GCC國家將不得不提
早解決其長期經濟問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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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國被歐盟列入避稅黑名單
歐盟以稅制「未達歐盟稅務標準」為由，2月18日將巴拿馬、印度洋島國塞席爾、英國海外屬地
開曼群島、及太平洋島國帛琉列入避稅天堂黑名單。這是第一次英國海外屬地被歐盟列入避稅天堂
黑名單，分析稱這是歐盟對英國脫歐的警告。
據歐盟最新決議，台商偏好的海外轉投資免稅天堂-

歐盟成員國交易的時候可能面對更嚴格的審查，甚至可能

開曼群島（the Cayman Islands），由於經濟實質規

失去來自歐盟的資金。

根

範未能過關，已從觀察名單被轉列租稅不合作黑名單。歐
盟表示開曼群島沒有所得稅、資本利得稅或公司稅，沒有

企業需整體徹底評估，尋求因應之道

採取適當的措施來防止逃稅，許多公司只為避稅而成立空

為享有免稅、避稅的好處，許多台商或富人在開曼群

殼公司，但仍獲准在當地註冊。值得注意的是，英國1月

島、英屬維京群島（BVI）及百慕達等有避稅天堂稱號之

31日才剛脫離歐盟，開曼群島就被列入黑名單，似有被歐

地設立紙上境外公司，作為對外投資的控股、貿易轉單的

盟反擊報復之意。

環節，或投資管理資產及留存海外收益。
在國際反避稅潮流下，避稅天堂成為各國追稅的頭號

12個國家與地區列入歐盟黑名單
除了新增的4個國家與地區之外，美屬薩摩亞、斐
濟、關島、阿曼、薩摩亞、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美屬

目標，應歐盟掃除紙上公司的要求，避稅天堂陸續立法要
求註冊在境內的新舊公司需在當地有經濟實質活動，以免
會被歐盟列為稅務不合作國家黑名單或灰名單。

維京群島和萬那杜，原本就在名單之中。總計名單上共12

歐盟對經濟實質要求越趨嚴謹，KPMG安侯建業會計

個國家與地區上榜。歐盟指出，巴拿馬在稅務資訊交換上

師事務所建議，企業即使努力遵循各地經濟實質法令，仍

做得不夠；而塞席爾及帛琉上榜的原因，分別是稅收制度

要面對法令朝令夕改或相關國家被列入黑名單的風險，若

過於優惠、以及稅務資訊交換有漏洞。

被歐盟制裁，將對企業日常營運衍生諸多不便。就目前趨

另外，歐盟認為百慕達、英屬維京群島、巴哈馬已達
到歐盟稅務標準，故將三地自避稅天堂的觀察名單移除。

勢看來，企業運用境外公司要面對的挑戰愈來愈多，必須
對集團整體控股及營運架構徹底評估，尋求因應之道。 華

歐盟將土耳其列入「灰色名單」，因為該國未能履行與歐
盟國稅務訊息的自動轉移。

歐盟稅務不合作名單
更新日期

歐盟將對租稅黑名單國家進行四類制裁措施
歐盟已確定將對租稅黑名單國家進行四類制裁措施，
包括對給付當地的權利金或服務費用實施更高的扣繳稅
率、不准企業給付相關地區的費用、加強對當地子公司實
施受控外國公司的條款或不准豁免自相關地區取得股利收
入，歐盟各成員國將在2020年底前，從四項租稅制裁中擇
一實施。
被歐盟列為避稅天堂的國家與地區，除名譽受損，與

黑名單國家

2020年2月18日
開曼群島（the Cayman Islands）、美屬薩
摩亞（American Samoa）、斐濟（Fiji）、
關島（Guam）、阿曼（Oman）、帛琉
（Palau）、巴拿馬（Panama）、薩摩亞（
Samoa）、賽席爾（Seychelles）、千里達
及托巴哥共和國（Trinidad and Tobago）、
美屬維京群島（US Virgin Islands）和萬那
杜（Vanuatu）

土耳其、安圭拉、波札那、波士尼亞與赫
灰名單國家 賽哥維納、史瓦帝尼王國、約旦、馬爾地
（觀察名單） 夫、蒙古、納米比亞、泰國、聖露西亞、
澳洲以及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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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嚴重肆虐．全球人均少活3年
科學家表示，空氣污染「嚴重肆虐全球」使得全球人口的平均餘命縮短近3年，且每年有880萬
人因空污問題提早死亡。空污造成的提早死亡人數，遠高於瘧疾和愛滋病。

據 科 學 家 在 醫 學 期 刊 「 心 血 管 研 究 」

爾（Thomas Munzel）說：「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存在

（Cardiovascular Research）發布的研究報告，與其

『空氣污染大爆發』。」

根

他造成人類提早死亡的因素相比，空污每年造成的提早死

「空污和吸煙都是可預防的，但過去數十年間，特別

亡人數比瘧疾高出19倍，比愛滋病高出9倍，也比酒精造

是在心臟病專家間，相較於吸菸問題，對空污問題的關注

成的提早死亡人數高出3倍。若消除因燃燒煤、石油和天

程度遠少得多。」

然氣所釋出的有毒物質和會造成肺阻塞的微粒，將能使人
類平均餘命增加整整一年。

亞洲是受空污影響最嚴重地區

死於冠狀動脈心臟病和中風的人數，約占全球提早死

空污使中國人平均餘命減少4.1年，印度人減少3.9

亡人數的一半，其餘死因則大多與肺病及諸如糖尿病和高

年，巴基斯坦人減少3.8年、非洲人則是減少3.1年；在印

血壓等非傳染性疾病有關。而因空污致死案例中，死於肺

度北方邦的居民更是縮短了8.5年，顯示空污相當嚴重。

癌的人數僅占6％。

因空污受影響最少的地區是美洲、西歐、北歐以及小島

研究報告主要作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化學與心臟病學部門研究員孟澤

國。。
孟澤爾指出，報告顯示，全球約有2/3人口提早死亡
可歸咎於人為污染，主
要和化石燃料有關。
「在高收入國家，這個
比例可上升到80％。全
球每年因污染導致死亡
的550萬人數是可以避
免。」
有跡象表明，在印
度、中國和其他發展中
國家，人們越來越無法
容忍生活在有毒空氣
下，認知到空污是造成
健康的主要風險。孟澤
爾認為，這將有助於人
們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
產品，減緩氣候暖化。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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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氣候風險指數．日本風險最高
嚴重的熱浪、乾旱和水患等極端氣候事件，不只對貧窮和脆弱國家帶來嚴重的問題，對富裕國
家帶來的威脅也越來越大。今年「全球氣候風險指數」最特別的是先進國家日本、德國也上榜，不
僅傷亡人口高、損失金額更是貧窮國家的幾十倍。
國看守協會（German watch）發布《2020年全球氣

德

家承受的衝擊高出許多，損失最慘重的前十個國家中，有

候風險指數》（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2020）報

七個國家是屬於發展中國家，其人均所得低於中等以下。

告，根據最新排名，2018年的熱浪與乾旱，讓像是日本、

波多黎各、緬甸、海地、菲律賓、巴基斯坦，是長期風險

德國這類工業化國家受到最大的衝擊。此外，2018年間最

指出最高的五個國家。過去20年來共發生1.2萬多次極端氣

強烈的颱風也重創菲律賓。

候事件，累計造成將近50萬人死亡，以及3.5兆美元的經濟

2018年受災最嚴重國家前五名分別為日本、菲律賓、
德國、馬達加斯加、印度。加拿大第9、台灣第75名。

損失，依照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來
估算的話。
看守德國David Eckstein表示，「像海地、菲律賓與巴

日本全球氣候風險指數最高的國家

基斯坦，在持續不斷的極端氣候衝擊下，根本沒有時間足

報告中指出，2018年日本7月初下了超級大雨，飽受

以完全復原，這也意味著穩固的財政支持機制，不只是讓

水災肆虐；8月極端酷熱天氣，導致多人中暑身亡；9月又

貧窮國家有更好的氣候變遷調適能力，更是可以讓他們有

有超級颱風肆虐，導致日本人財盡失。一連串的極端氣

因應氣候相關損害的能力。」

候，總共帶走了1282條人命。因多個極端氣候的肆虐及地
理環境等眾多因素，日本也被German watch評為是全球氣
候風險指數最高的國家。

對於氣候變遷危機意識，人類需要應變對策
2003年法國熱浪造成上萬人死亡的災難後，已經強化
年長者的救難機制、加裝冷氣的比例也大為提高。

氣候變遷和極端高溫發生頻率與強度，有高度關聯性

人類對於氣候變遷的危機意識，總是從經驗、地區可

2018年間前十個風險最高的國家中，德國、日本和印

能會有的災害去學習。當災害一再破紀錄，人們就必須不

度都深受持續更久的熱浪所苦。最近的科學研究已證實，

斷追著災害的等級，繼續去學更高層級的應變對策。 華

氣候變遷和極端高溫的發生頻率與強度，有高度關聯性。
舉例來說，在歐洲，熱浪發生次數是一個世紀以前的100
倍；此外，熱浪對非洲大陸的衝擊性，則有可能因為缺乏
資料而低估。
日本的傷亡主要是因為哈吉貝颱風、與梅雨季的暴
雨，這些都是破紀錄的事件；德國則是起因於熱浪。先進
國家有較好的防災能力，但一樣損傷嚴重，顯示氣候災害
已經超乎防災機制可承受的等級。

長期氣候風險指數 貧窮國家仍承受較多衝擊
將時間拉長來看1999~2018年間的氣候風險，貧窮國

2018年10大最受全球氣候影響的國家
2018排名
（2017）
1 （36）
2 （20）
3 （40）
4 （7）
5 （14）
6 （2）
7 （45）
8 （87）
9 （42）
10 （96）

國家
日本
菲律賓
德國
馬達加斯加
印度
斯里蘭卡
肯亞
盧旺達
加拿大
斐濟

CRI SCORE
5.50
11.17
13.83
15.83
18.17
19.00
19.67
21.17
21.83
22.50

死亡總數
1282
455
1246
72
2081
38
113
88
103
8

資料來源：德國看守協會（German watch）2020年全球氣候風
險指數（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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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簽署後
中美兩國在歷經2年的貿易紛爭後，於1月15日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意味著，世界兩
大經濟體之間歷時18個月的貿易戰暫時停火。

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副總理劉鶴1月15日中午在華

美

允許符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檢驗檢疫要求的相關產品對

盛頓白宮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份協議共

中國出口。公告表示，有關美國輸中國牛肉及牛肉產品

分7大項目，包括智慧財產權、技術轉移、農業、金融服

檢驗檢疫要求，另行制訂並公布。中國2001至2003年間，

務、匯率、擴大貿易與爭端解決。這項協議在簽約30天後

曾短暫開放過美國牛肉進口，但隨著2003年美國爆發狂牛

生效，協議所含內容，部分將大幅改變中美世界兩大經濟

症，中國隨即禁止美牛進口。2017年7月，中國再度開放

體之間的經濟關係。

美牛進口，但僅限30月齡以下的剔骨和帶骨牛肉。

美國成立爭端辦公室及投訴專線

中國對696項美國商品免加徵關稅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已於2月15日生效，因此美國貿易

協議生效後，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公告，

代表辦公室表示，已成立爭議解決辦公室和投訴熱線，以

展開對美國加徵關稅商品市場化採購排除工作，可申請排

執行美國與中國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該單位將受理

除商品清單涉及自美國進口的豬肉、牛肉、大豆、原油及

企業和其他有關方面提出對於中國執行協議的投訴。

和新冠肺炎病毒防疫所需的醫療設備等696項商品。

中美將在90天內舉行一系列磋商。如果美國貿易代表

公告指出，自3月2日起，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賴海哲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之間未能解決問題，提出

接受中國大陸境內企業申請，對相關企業符合條件、按市

投訴的一方能向對方實施與估計損失等值的關稅，另一方

場化和商業化原則自美國採購的進口商品，在一定期限內

可以接受懲罰關稅或退出協議。

不再加徵對美三○一條款反制關稅，自核准之日起有效期
一年，支持企業基於商業考慮從美進口商品。中國大陸國

中國放寬美牛進口限制

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已發布公告，調整對原產於美國約

首階段貿易協議中，中國同意取消進口的牛齡限制，

750億美元進口商品的加徵關稅措施，自2月14日13時01分

並放寬牛隻使用荷爾蒙及原產地規範。因此，中國海關總

起，2019年9月1日起已加徵10％關稅的商品，加徵稅率調

署於2月15日宣布解除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禁令，

整為5％；已加徵5％關稅的商品，加徵稅率調整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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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7大要點一覽
議題

要點

說明

中國承諾
擴大對美採購

中國承諾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兩
年中，從美國購買和進口的成品、農產品、能源產品和
服務產品總額，會比2017年（即貿易戰開打之前）進口
額度多出至少2000億美元。
包括320億美元農產品和海產；將近780億美元的製
造業產品（含飛機、機械和鋼鐵）；以及520億美元的
能源產品。

在貿易戰之前，中國每年進口1300億美元的
美國產品、560億的服務。貿易協議中的承諾意味
著，中國繼續需要將往年的進口量大幅提高。
這對美國農民來說是好消息，多個美國企
業無疑也將十分欣喜，但中國僅同意兩年的採購
期，未來會怎麼做仍模糊不清。

加強智慧財產
權保護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求懲罰竊取商業機密的行為，
要求中方正式禁止下列三事項：網路竊盜、越權披露貿
易機密、運用竊取來的貿易機密。
智慧財產權保護是美國當初根據301條款對中
協議同時要求創建機制來解決藥品專利方面的爭 國發起貿易戰的核心問題。
議。協議也列出條款來避免假藥等偽造行為和線上盜版
行為。

結束強制性
技術轉讓

協議規定，美中雙方均不得強制要求另一方人員轉
移「與收購、合資企業或其他投資交易相關的」技術。
這有助於緩解美國企業在中國展開業務的一
中方承諾逐步減輕在中國投資的外國公司的壓力，
些怨言。
讓它們不必以「用技術換市場准入」，被迫轉移自身技
術。
多年來，威士卡（Visa）、萬事達卡
（Mastercard）和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等
信用卡公司都試圖進入中國。簽署的協議中，北
京同意接受這幾家公司的執照申請書，但並非等
同進入中方市場。就算中國批准它們的申請，中
國電子支付系統發達，且多由境內企業把持，威
士卡、萬事達卡和美國運通未必能殺出一片天。

金融服務

美方稱，中國將向美國企業打開金融市場，其中包
括銀行、保險、資產管理等。
中國將根據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允許美國金融服務
提供商申請牌照，有了牌照，這些企業將得以從中資銀
行取得不良債權。

匯率機制

協議中，美中雙方均承諾遵守國際貨幣基金
這方面重要性在於，華府才將中國移出匯率
（IMF）的各項原則，避免操縱匯率。兩方承諾，將致 操縱國名單，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將賦予他們另一
力達成由市場決定的匯率，並避免競貶本國貨幣。
種方式來執行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原則。

不撤銷關稅

兩國分別減免在貿易戰期間新增的關稅，但相當一
部分美國對華關稅並未移除。美國同意在30日內，將針
對12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新徵關稅降低一半至7.5％。不
過，美國較早前對價值25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的25％關
特朗普表示，唯有雙方達成第二階段協議才
稅則維持不變。美方此前稱，這些關稅將是第二階段協
會撤銷所有關稅，目前「有必要繼續保留關稅，
議的討論內容。中國目前仍維持對1100億美元美國商品
否則談判桌上我們會沒牌可打了」。
的關稅。
但美國此前威脅在去年12月15日要向包括電腦、電
話在內的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無限期擱置，中國對美汽
車的25％新增關稅也將移除。

有效的爭端
解決機制

美方高階官員說，第一階段協議的爭議緩解暨執行
機制將費時約90天完成，這套機制設計用來制止單方對
任何懲罰性關稅進行報復。
若美方指控中國不守信，可一路向愈來愈高階的官
員進行申訴，過程約75天。
如果連部長層級都無法解決爭端，控方將可加徵關
稅，被控方唯一可採行的因應手段就是完全退出協議。

美方當初與中國展開談判時，外界最大疑慮
之一就是要如何落實協議。
特朗普已講明，若走到完全退出協議這一
步，他將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更多關稅，等於讓
兩國重回貿易戰老路。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已成立爭議解決
辦公室和投訴熱線，以執行美國與中國簽署的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該協議於2月15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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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顛覆全球商業格局

疫情讓中國難以實現第一階段承諾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衝擊中國經濟、壓低能源需

中美兩國為期兩年的貿易戰顛覆全球商業格局，給

求的背景下，很難想像中國還能嚴格按照中美第一階段貿

全球貿易成長造成紛擾，但同時也給少數幾個行業和國

易協定，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及能源產品。

家帶來一定好處，令其得以在兩個大國的角力中坐收漁

在疫情蔓延之際，美國農業部發布出口預估數據，至

翁之利。去年全球貿易增速降至微不足道的1％，2018

9月底中國大陸對美出口將增加39億美元，但跟先前簽定

年和 2017 年分別為 4％和 6％。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有不少落差，除非最後3個月，中方大

（IMF）的數據，這是40年來的第四糟糕表現，也是經濟

量採購玉米、黃豆等農產品，否則協議目標難以達成。

衰退時期以外的最糟糕表現。

此外，由於疫情之影響，中國經濟幾乎陷入停滯，大
宗商品需求也受到了衝擊。據估計，中國的石油需求下降

2019進口額：中國降590億美元，美國降420億美元

了約1/3，使得市場每日需求減少了300萬至400萬桶，這相

根據Trade Data Monitor彙編整理的美國和中國貿易數
據，總體來看，2019年中國進口額下降了590億美元，而

當於日本石油產品的總需求。
美國農業部長Sonny Perdue表示，若中國大陸因為疫

美國進口額下降了420億美元。

情的影響，而削弱北京當局擴大採購美國農產品的能力，

不過，假如貿易沒有轉向許多其他國家，美國和中國

美國必須寬容以對。中國大陸官媒「環球時報」則指出，

的貿易降幅會大得多。去年美國進口變化最大的15個國家

中國大陸可能正考慮援引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災難相

中，有11個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出現成長，只有四個國家對

關條款。

美國的出口出現下降。中國方面，去年中國進口變化最大
的15個國家中，有七

中國採購
隨著中國從美國和其他幾大貿易夥伴的進口
下降，其他一些國家彌補了部分缺口。

個國家對華出口出現

中國2019年進口與2018年相比

出口下降。

成長，八個國家對華

越南製造
美國從越南進口的以下幾大類產品有所增加。
美國2019年從越南進口的幾類商品的變化
0十億美元

手機

■增加

■減少

-40十億美元

2019年美國從越
-20

0

澳洲
馬來西亞
沙烏地
阿根廷
愛爾蘭
巴西
俄羅斯
安哥拉
委內瑞拉
台灣
伊朗
日本
瑞士
韓國
美國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統計諮詢服務中心通過Trade Data
Monitor發布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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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進口總額為
660億美元
從中國工廠轉移

家具
通信設備
半導體

到越南和其他勞動力

非棉質服飾

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

玩具和遊戲產品

家的長期趨勢正在加

電腦配件

速。多年來，越南與
美國的服裝貿易一直

棉質服飾

在成長，2019年美國

露營用品

從越南的進口總額為

電器

660億美元，其中服

鞋履

裝進口佔到了約三分
之一。

數據來源：美國商務部

2.5

5

7.5

不過，來自越南的其他類目的出口也在迅速成長—手

20萬億美元與14萬億美元經濟體的雙邊貿易協定

機進口增加約60億美元，而家具、電信設備和電腦晶片對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是史無前例的。這是一個20萬

美國的出口分別增加約20億美元。

億美元（美國）與14萬億美元（中國）經濟體的雙邊貿易
協定。
過去兩年，中美雙方不斷利用提高關稅來打擊對方的

巴西和墨西哥從貿易戰中獲得好處有限
巴西農民已經嘗到了大豆需求增加的甜頭，特別是在

進口產品；美國多次以國家安全為名，限制中國高科技企

2018年中國停止從美國購買大豆之後。當美國農業深陷不

業在美國的運作，以及與美國公司的商業往來，導致中美

景氣的泥潭之時，巴西僅在2018年一年就向中國出口了 80

貿易戰不斷升級。

億美元的油籽。但去年巴西農業的表現並沒有那麼強勁，

不斷加碼的中美貿易戰已經成為了兩國經濟，以及世

隨著非洲豬瘟的爆發，中國的豬群大量死亡，降低了作為

界經濟面臨的最大的風險。貿易戰的持續惡化隨時有可能

動物飼料的大豆的需求，導致巴西大豆出口下降。儘管如

對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造成災難式的破壞和衝擊。

此，去年中國從巴西的進口規模成長20億美元，自2017年

中美貿易戰不僅攪亂了全球市場，還拖累了全球經濟
增長。但該協議未能讓約3,7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擺脫美

以來累計成長200億美元。

國關稅措施，這部分商品約佔中國輸美商品總額的四分之
三。

中國不再是美最大貿易夥伴
由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爭端導致美國進出口下降，美

雖然只是達成初步協議，未來還要進行下一階段談

國去年貿易逆差六年來首次縮小，美國商務部表示，自

判，但至少可降低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在中美對抗緩和

2016年以來，出口在去年首次下降，降幅0.1％。但進口的

下，原本預測今年全球經濟表現會略優於去年，但新型冠

降幅更大，為0.4％。總體貿易逆差下降了1.7％，至6,168

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成為今年最大的黑天鵝，衝擊中

億美元。

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全球經濟表現也勢必下修。 華

此外，中國不再是
美國的最大商品貿易夥
伴，排名降至第三，

中國佔比下降

位於墨西哥和加拿大

2019年的貿易戰讓中國在美國的貿易夥伴中的地位下降到第三位。

之後。美國去年對中
國的商品貿易逆差縮

各國在美國商品貿易總額中的佔比

減17.6％，成為3,456億

25%

美元，為2014年以來最

20

低。墨西哥則成為美國

15

■墨西哥

示關稅戰持續重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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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與經濟合作夥伴之間的

5

最大商品貿易夥伴。顯

關係。去年美國與越南
商品貿易總額的增幅，

■中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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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快於美國與任何一個
大型貿易夥伴的增幅。

數據來源：美國普查局

第四十五期∣2020∣華商世界

17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道別歐盟
英歐進入協商談判過渡期
英國2020年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結束脫歐公投以來1317天的紛擾。這中間英國共歷經了三
任首相，兩次脫歐日期延後，數十次國會表決，以及曠日廢時的協商。同時也進入「過渡期」，至
今年12月31日以前，英國將繼續適用歐盟法規。而英國與歐盟雙方，將必須在過渡期的期限內達成
自由貿易協定，作為脫歐後的英歐關係基礎。
洲議會在2019年12月29日表決通過英國脫歐協議，

歐

塑造出對未來共同的決心及信心。

盟，結束47年的歐盟成員國身分。

15％，正式脫歐後對歐盟影響很大。英國與歐盟經貿關係

英國在當地時間2020年1月31日晚間11點正式脫離歐

英國在歐盟的外交身分，將從「英國駐歐盟永久
代表」，更名為「英國駐歐盟大使」（United Kingdom
Embassy to the European Union），與美國、日本及冰島等
非歐盟國家一致。

英國是僅次德國的歐盟第二大經濟體，GDP占歐盟

建立在緊密供應鏈及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體系連結，脫歐
勢必產生重大變化。
英國約一半貿易集中與原歐盟27國，今年底脫歐過
渡結束前，仍享零關稅，未來雙方必需建構出一新經貿

歐盟理事會每年會舉辦上千場外交層級的會議，英國

關係。雙方已達成避免無協議脫歐共識，自由貿易協定

迄今都在會中占有一席，但往後英國代表將成為「第三國

（FTA）是較可能方案，但對於服務業開放及適用歧見仍

家訪客」（即非歐盟成員國），進出歐盟總部的權限甚至

大。

不及記者，且無權參與任何歐盟的商業活動。

過渡期間與歐盟完成協定談判
歐盟主席：歐英關係致力合作

這場脫歐歹戲在經過三年的凌遲後終於落幕，但真正

歐盟原是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團結各國而成立，

最困難的部份才剛要開始。當脫歐時刻到來，英國將立刻

英國脫歐令人深思歐盟失去6600萬人口後的未來，畢竟英

進入所謂的「過渡期」。直到2020年12月31日以前，過渡

國在全球外交擁有重要地位，倫敦金融城又深具影響力。

期間的英國仍受歐盟規章制度約束，雙方貿易關係維持現

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

狀，無論是與歐盟國家的旅遊來往、與歐盟國家之間居住

對歐盟前景充滿信心，她表示，現今全球沒有其他地方有

與工作的自由、或是英國與歐盟之間無關稅屏障的自由貿

27個合計逾4億人口的聯盟，雖然有24種不同的語言，但

易，這些現狀在過渡期間將不會改變。

互相依靠共同努力，歐陸幾個世紀以來的共同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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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脫離歐盟以後，英國也正式啟動與各國自由貿易

談判的程序，其中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最為重要。

示，「在今年底前我們將重新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完全獨

英國目標是在12月底前與歐盟達成永久性自由貿易協議。

立」。英國要求與歐盟訂立與「歐─加自由貿易協定」類

雙方需要簽署新的貿易協定，恐怕是另一段漫長談判的起

似的協定，或者是像歐盟與澳洲之間的貿易安排（歐、澳

點。

未簽自貿協定）。
強生警告，若歐盟拒絕跟英國簽署「加拿大式」自貿

歐盟尋求與英國達成無關稅、無配額貿易協定

協定，英國很可能將恢復接受世界貿易組織（WTO）條

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Michel Barnier）表示，歐

款的規範，「我們經常被告知，必須在進入歐盟市場的同

盟將尋求達成讓歐盟與英國間的進出口無關稅、無配額的

時做出選擇，不是接受挪威模式的規則與法院審理，就是

貿易協議。此外，歐盟將尋求就服務貿易達成協議，行業

以加拿大為範例的自貿協定，開放市場且避免歐盟全面監

覆蓋範圍廣泛，包括數字貿易、公共採購、電信和商業服

管。」

務。未來進入歐盟的英國商品必須接受海關檢查和監管檢

英國的立場使雙方面臨根本性的衝突。歐盟主張英國

查。同時，歐盟將單方面決定英國的金融服務監管是否等

應該同意接受歐盟的公平競爭規則；且歐盟可能認為強生

同於歐盟所要求的標準。

拒絕接受，有違英國在「脫歐協定」中所做的保證。英國

他說，貿易和安全協議能否達成將取決於英國是否同
意確保公開及公平的競爭，包括在氣候、稅收、政府補助

政府預料雙方將在公平競爭、國家援助法規及漁業等方面
出現緊張關係。

和勞工標準方面的長期承諾。協定必須含有關於漁業的協
議，包括讓英吉利海峽兩岸的捕魚船隊對等進入英國和歐
盟的水域。

漁權，是考驗雙方未來關係第一道難題
英國BBC報導，英國政府為爭取英國漁民更好待遇，
將漁業列入和歐盟談判的5項關鍵原則。漁業是唯一在談

英歐貿易談判，劃出紅線
但是英國指出，讓英國遵守歐盟的規則是不公平的，

判優先事項中特別列入的產業，且被形容成「紅線」議
題。

而且超出了歐盟在其他貿易協定
中所設定的條件，例如歐盟為營
造「公平競爭環境」，歐盟規定
將迫使英國在公共補貼，環境法
規、勞工條件等領域接受歐盟標
準。
英國首相強生表示一切將獨立
自主，並堅持英國在必要時將縮
減與歐盟的貿易關係。英國提出
的「紅線」，可能使雙方談判出
現衝突。
強生首要主張是確保英國完
全脫離歐盟，拒絕接受歐盟的法
規管轄權，寧可放棄英、歐間的
自由貿易關係。強生的發言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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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強硬路線預期會引發歐盟漁民強烈反對，他們

壘可能導致物價上漲8％至17％，端看未來採行的是歐洲

在英國水域的捕撈量占其漁獲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英

經濟區（EEA）或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抑或是簽

國擁有世上漁業資源最豐富的漁場，但該漁場的總漁獲量

署自由貿易協定。

中，英國漁船捕到的卻不到三分之一。英國船隻在該水域
所占的漁獲量是32％，歐盟是43％，而挪威則是21％。

資料自由流動協定，很難於過渡期內談成

英國蘇格蘭高地與群島大學北大西洋漁業學院

就談判保持資料自由流動協定部分，在與歐盟進行資

（NAFC）估計，按重量計算，歐盟漁船在英國水域的漁

料協定談判的國家中，英國「排在第13位」，可能來不及

獲量幾乎是英國漁船在歐盟水域的8倍。英國在今年年底

在退歐過渡期內達成資料流程動協定。歐盟官員們多次警

會成為一個擁有自己專屬經濟區（EEZ）的獨立沿海國

告稱，評估英國的資料保護法規是否與歐盟一樣健全，將

家，且有權決定誰能出入這個經濟區。但漁業僅占英國經

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全面談判期間，這個議題可能跌出

濟產值的0.1％。漁民一直擔心，他們的利益會被政府犧

優先領域清單。達成一項協定「可能需要數年」。

牲，來為金融業等大型產業獲得進入歐盟市場的更大權
利，英國金融業經濟規模是漁業的近70倍。

這項協議對於許多企業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科技、醫
療健康和保險行業的企業，因為它們會常態化地在英國與

法國、丹麥和荷蘭社會對自己的捕魚業者也有相同的

歐洲大陸之間轉移資料（包括銀行帳戶資料和其他個人資

感受。英國和歐盟簽署的政治宣言承認了漁業的重要性，

訊），以便進行分析或處理。根據行業組織Tech UK的資

也設下今年7月要在漁業權利達成共識的具體目標。BBC

料，英國四分之三以上的資料轉移是與歐盟國家進行的。

說，雙方關於海洋的爭奪戰即將上演。

儘管英國已經將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GDPR）納入英國法律，但仍然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

英國食品價格年底恐喊漲
歐盟是英國最大貿易夥伴。根據英國政府統計，2018

題，比如英國情報機構如何處理在歐盟境內收集的個人資
料，以及英國是否將遵守歐盟的監視規則。

年英國出口至歐盟總額2910億英鎊，佔整體出口的45％；

歐盟方面迄今僅與日本等第三國達成少量的資料充

英國進口自歐盟總額則約3570億英鎊，佔英國進口總額的

分性協定。美國公司則能夠根據定制的「隱私護盾」

53％，英國對歐盟有660億英鎊的進口赤字。

（Privacy Shield）安排，自由地將資料傳輸到歐盟。

此外，英國的食品僅有50％自產，高達30％來自歐盟

在沒有資料流程動協定情況下，英國和歐盟的企業有

國家，另外20％來自南美、北美、亞洲、非洲、非歐盟的

一些後備選擇，包括達成「標準合同條款」，企業可在雙

歐洲國家，以及澳洲等。

邊基礎上達成較高的資料保護標準。但是行業組織已警告

對食品業而言，改變貿易條款可能會帶來的衝擊。英

稱，該機制昂貴且耗時，是大多數中小企業無法利用的。

國Food and Drink Roundtable、Brexit Livestock Group以及

除了公司對公司的資料轉移以外，缺乏資料流程動協

Brexit Arable Group等3個機構向英國政府提出建議報告。

議也將使英國和歐盟27國的社保機構依法轉移公民的私人

報告中指出，若英國在脫歐後選擇不再跟隨歐洲現行的標

資訊、以計算福利和其他付款的工作變得複雜。

準，可能會導致消費者的選擇變少。
報告也指出，對於食品與飲料產業而言，非關稅壁壘

英國明年起推移民積分制，盼吸引全球高技術勞工

是很嚴重的阻礙，因此英國的談判目的應要盡量減少產品

2016年英國公投決定脫歐的要因之一是擔憂移民從歐

出口時，因為監管法規不同而可能遭遇的非關稅壁壘，例

盟大批湧入所帶來衝擊。因此，英國政府有計劃地降低移

如像是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措施協定（SPS）等。

民總人數。

脫歐委員會（Brexit Committee）曾經評估，非關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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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表示，脫歐時期將實施積分制移民制度，未

來英國將優先接納來自全球的高技術勞工，停止仰賴「來

但強生口中的新時代，光明的新黎明將始於一連串艱

自歐洲的廉價勞力」。新制度將依特定技能、資格證明、

難的協商，英國要求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在安全上

薪資或職業別給予分數，唯有獲得足夠分數的人才能拿到

合作，以及新漁業協議，這些只是橫在前面的諸多難題的

簽證。這項制度將於2021年1月1日生效，對歐盟與非歐盟

一部分。

公民一視同仁。歐盟公民未來以遊客身分赴英，可免簽證

歐盟已警告，英國想在年底前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將
面臨一場硬仗。

待在英國長達6個月。
英國內政部表示，將遵循獨立諮詢機構「移民諮詢委

雖然在2021年之前，分手後的英歐還將處於「緩衝

員會」（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建議，把技術移

期」，英國仍得遵守歐盟法規與制度；但緊接的新貿易關

民的一般薪資最低門檻從一年3萬英鎊，調降至2萬5600英

係、新國防合作、以及複雜的法規銜接及移民、邊境管控

鎊。未來技術勞工必須符合擁有特定技能和會說英語等標

問題，卻必須在11個月內完成談判並結束立法。

準，申請人必須已取得工作機會。至於低技術勞工則無特
定入境管道，政府希望這樣一來可幫助降低移民人數。

根據英國脫歐鷹派與強生本人的說法，英國將堅持拒
絕任何行的緩衝延期，以避免「英國永遠陷在脫歐緩衝的
政治陷阱」；但雙方無法如期完成談判，英國仍有可能走

英國首相：今晚不是結局，而是一個開始

回「無協議脫歐」、「硬脫歐」的翻臉結局。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在脫歐倒數一小時

外界大多認為「英歐貿易關係能否談成」，最晚不得

前透過社群媒體表示，「今晚不是結局，而是一個開始

晚於2020秋季。但若到時雙方再度卡關，布魯塞爾與倫敦

（This is not an end but a beginning.），是國家重生和改變的

將有極高機率重演無協議脫歐的恫嚇鬧劇，強生那句「這

時刻」。

不是結束而只是開始」亦是極為貼切的說明。 華

英國貿易數字

英國2018年十大貿易夥伴國

1.3tn

█ 英國進口 █ 英國出口
78bn英鎊

美國

123bn英鎊
57bn英鎊
50bn英鎊
45bn英鎊

尼德蘭

44bn英鎊
42bn英鎊

法國

冰島

45bn英鎊
23bn英鎊
25bn英鎊
38bn英鎊

西班牙

32bn英鎊
18bn英鎊

比利時

29bn英鎊
19bn英鎊

義大利

26bn英鎊
21bn英鎊

瑞士

2018年英國貿易總額

79bn英鎊

德國

中國

英鎊

641.9bn 英鎊
與歐盟貿易額

657.2bn 英鎊
與非歐盟貿易額

61.3%
貿易佔英國GDP百分比

235,800

13bn英鎊
22bn英鎊

2017年英國出口企業數量

資料來源：國家數字統據局

資料來源：英國國際貿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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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下
數位商機崛起
一隻病毒，讓中國發佈旅行禁令和隔離要求，導致大量工廠關閉，服務業失去顧
客。隨著各國蔓延、隔離與恐慌、導致航空旅遊、消費觀光暫停、產業大斷鏈、全球經
濟當機，世界成了各為孤島的冰封世界。
新冠疫情的影響力超過2003年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因為，如今的中
國不僅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2003年，中國GDP僅占全球4％，如今已超過17％，
中國全球經濟分量遠較當年吃重，經濟規模是17年前的四倍多。這是「中國打噴嚏，全
球都感冒」的時代來了。
焦慮的國際組織紛紛提出悲觀預測。聯合國說，全球今年經濟損失最高預估2兆美
元；OECD更將今年經濟成長下調成為 「十年最弱」；全球股市在2月底至3月初期間，
歷經疫情擴散及油價大跌等因素的暴跌暴漲打擊，預估全球股市已蒸發掉約9兆美元市
值；世界旅遊觀光協會（WTTC）預測全球觀光業損失至少220億美元；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更提出警告，今年全球航空業營收損失可能高達1130億美元。
但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讓「無接觸」、「宅經濟」、「雲端辦公」已成為生活及商
業的新模式，並透過大數據、AI、5G等科技發展推波助瀾下，未來世界的數位生活樣貌
提早十年到來。從生鮮外賣平臺、線上教育、線上醫療、線上辦公成了部分宅經濟中的
日常新模式。以數位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加速報到，成為許多企業的新商機。
2003年SARS的疫情帶動遊戲、電商等宅經濟發展，推動了騰訊、阿里巴巴的誕生，
17年後，互聯網、AI、5G、大數據的相互加持下，下一個騰訊、阿里巴巴或許正在成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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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才進入第20年，人類就已遭SARS、H1N1、

本

MERS等病毒侵襲，如今又面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新冠肺炎）這隻黑天鵝的逆襲。
1月15日，交戰18個月的中美貿易戰，終於在雙方簽
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下，可望安心落幕，全球華人也正準
備歡度農曆新年的到來。不料此時，飛來了2020年的黑天
鵝——新冠肺炎。這病毒讓全球面臨因中國封城、封省，
而造成的產業大斷鏈。

聯合國：全球今年經濟損失 估2兆美元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可
能使全球經濟今年蒙受1兆至2兆美元損失，因此呼籲各

期且更密集的」疫情爆發，為了抗疫而讓工廠停工，工人

國政府加強支出，緩和疫情衝擊。並強調，在「末日情

留家，那麼2020年的增長率將進一步降至1.5％。

境」下，全球經濟可能指會成長0.5％，全球國內生產毛額
（GDP）將損失2兆美元，而國際油價崩跌正加劇人們的
不安與恐慌。

羅比尼：全球股市看跌40％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球，激起市場擔心全球經濟
放緩的憂慮，加上自殺式的石油大戰，讓國際油價暴跌。

OECD：下調今年經濟成長 「十年最弱」

種種不利因素及信心大跌的影響，全球股市在2月底至3月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警告，全球經濟今年

初期間歷經暴跌暴漲的驚心動魄打擊。美國銀行在研究報

或會出現2009年以來最慢的增速。光是中國大陸企業與工

告中指出，在9個交易日之內（2月底至3月初），全球股

廠全面關閉的效應，就可能使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減少

市已蒸發約9兆美元市值。美科技五大市值合併蒸發2500

0.5％至2.4％，瀕臨衰退邊緣。OECD預測，但若出現「長

億美元，Alphabet更丟失破兆企業頭銜。更別提美國富豪
損失的財富總額，合計恐怕高達300億美元。有「末日博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調增長預測
經濟增長(GDP按年增幅)預計將在2020年放慢
■2019年增長率
％
0

示，全球股市可能會下跌30％到40％。

■2020年增長率預測
1

2

中國
全球
美國

3

士」稱號的經濟學家羅比尼（Nouriel Roubini）更悲觀地表

4

5

6

數位新生活．提早十年到來
然而，在疫情蔓延下，在家工作日增，電商、線上娛
樂、虛擬醫療平台等卻因疫得福。為了避免疫情擴散，不

英國

接觸、避群聚，成為各種「宅經濟」生活的主要推手，促

法國

使「雲端技術」得以發揮。疫情期間的「雲辦公」、「雲

歐元區

生活」、「雲遊戲」已讓部分用戶體驗到5G配合雲端科技

日本

的優勢。疫情讓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徹底的「變革」。企

德國

業也在摸索前行，試圖透過服務型態的轉換、既有資源再

義大利

利用，重整市場布局。在大數據、AI、5G助攻，加速數位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科技生活運用，讓未來世界提前十年到來。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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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生疫情．冰封全球經濟
中國發生疫情，對整個世界的經濟運行將產生重大影響，尤其中國在做為生產者，製造業產值
目前約佔全球30％，而做為消費大國，2018年中國出境1.5億人次，在境外買單1200億美元，2019
年出境人次更達到1.68億人次以上，這樣一個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因疫情而凍結，可想而知對全球生
產及消費市場帶來大衝擊。「中國打噴嚏，全球都感冒」的時代來了。
進入2020年，也正是華人春節即將到臨之際，一隻

剛

病毒，讓中國發佈旅行禁令和隔離要求，導致大量

工廠關閉，服務業失去顧客。隨著各國蔓延、隔離與恐
慌、導致航空旅遊、消費觀光暫停、產業斷鏈、全球經濟
當機，世界成了各自為孤島的冰封世界。
新冠肺炎自去年12月底在中國武漢爆發，已在全球超
過100個國家和地區蔓延，人們的生活工作大受影響，全
球經濟、實體商業及生產供應鏈更受到嚴重衝擊，經濟預
測一改再改。從確診案例的速度、擴散國家的數目，據專
家判斷，其影響力甚至超過2003年的SARS（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對全世界經濟的外溢衝擊也比過去來的嚴
重，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17年前的四倍之多。

中國經濟規模是17年前的四倍多
《日經新聞》報導指出：「當全球經濟前所未有地依
賴中國之際，肺炎疫情的爆發剛好反映了這種依賴的代
價」。

產業結構已不同：服務業成經濟主軸
中國GDP佔比(%)
0

20

2003 服務業 42%
2020 服務業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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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2003年，中國GDP僅占全球4％，如今已超過17％，

「中國打噴嚏，全球都感冒」的時代來了

中國全球經濟分量遠較當年吃重，經濟規模是17年前的四

中國製造業產出約佔全球總量的1/4，居世界之最。新

倍多。相比SARS時期，如今中國人出國旅遊人次已增加

冠肺炎疫情延燒，中國許多地區為遏制疫情而封城、封省

16倍，消費金額，也從4000多萬美元，增加至4兆8000多

防疫，並切斷大眾運輸，蘋果、現代和日產等公司的日常

萬美元。中國已是超級經濟體，不只是世界工廠，更是世

生產出現困難。不僅打擊中國內需和出口，也打亂全球供

界市場。衝擊是全面的，也是全球的。

應鏈，冰封全球主要產業。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經濟學
家澤田康幸（Yasuyuki Sawada）表示：「自SARS以來的
一個變化是，中國經濟的規模更大、與其他亞洲國家的聯
繫更密切，同時中國遊客在這些國家和經濟體中扮演著更

中國-世界
貿易的增長對中國人在全球大量進行旅遊和
其他消費鋪平了道路。

重要的角色。」

中國出境旅遊
百萬次旅行

疫情下的供應鏈風險，震盪全球經濟
17年前SARS爆發時，中國是「世界工廠」，GDP只
占全4％至5％。今天中國GDP已占全球逾15％，不僅是第

2018
2000

150
11

二大經濟體，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車與半導體銷售市場、
最大觀光支出國。它是服飾紡織品的主要出口者，更是蘋
果智慧型手機生產基地。如今的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也
是世界市場。

中國-世界依存度指數*
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
2017

1.2

2000

0.4

從亞洲到北美、歐洲乃至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都由中
國的消費和生產驅動。世界各地的製造商受制於中國，因

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
0.6

2017

為仰仗中國工廠提供很多中間產品和製成品的供應鏈。
中國目前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率已從2000年的大約
3％增至近三分之一。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估計，2000年至2017年期間，全球與中

2000

0.8

*高於1表明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高於對七大經濟體的平均
依存度。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旅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指數)

國的經濟聯繫擴大了兩倍。

中國對全球經濟重要性的關鍵數字
17%

30%

45%

65%

2020年中國
GDP佔全球的
比率

2018年中國
旅客貢獻的全
球旅遊零售銷
售比率

在中國生產的
個人電腦比率

在中國生產的
智慧手機比率

1400萬桶
中國每日石油消
費量，相當於法
國、德國、義大
利、西班牙、英
國、日本及南韓
的需求總和。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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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大貿易夥伴
經濟體

出口至中國

從中國進口

(% of GDP)

(% of GDP)

與中國貿易總額
(% of GDP)

歐盟

1.5

2.3

3.8

美國

0.6

1.9

2.5

日本

3.4

2.8

6.2

香港

2.5

75.8

78.3

南韓

10.5

6.7

17.2

台灣

28.2

9.0

37.2

澳洲

8.6

3.5

12.0

越南

24.5

37.4

61.9

馬來西亞

19.6

14.4

34.0

4.3

1.9

6.2

巴西

註：此排名依據與中國經濟雙邊貿易的總絕對值進行。數字為經濟GDP比率。
資料來源：Haver Analytics, Morgan Stanley Research

汽車製造業，陷入供應鏈斷鏈危機

全球科技及製造業，深受零組件缺件所苦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顯示，中

中國在全球供應鏈扮演核心要角，生產中斷問題可能

國是世界最大電氣與電子零組件出口國，出口值是德國的

擴散到其他國家，首當其衝的是新興亞洲經濟體，以及科

五倍，全球出口占比達30％。

技和電子公司。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生產樞紐和消費國，行業價值

巴隆金融周刊（Barron's）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

鏈在結構上趨向國際化，不同工廠間的合作使得整個生產

生產遲延，已嚴重破壞全球供應鏈的幾乎所有環節，從原

系統互聯互通。

材料、零件到製成品，可能會導致減產、產品短缺，以及

武漢是中國汽車零件與配件出口重鎮，過去十年來產

各行各業的財務壓力。科技、服飾及工業設備等製造商可

業規模呈三倍成長，引擎和馬達出口更成長四倍。但這

能受創最深，因為這些產業最依賴中國和東南亞。零件採

些工廠大多仍關閉。國際汽車大廠如義大利飛雅特克萊斯

購的長期延遲不僅會威脅到企業的獲利，也會損害償債能

勒、德國福斯、南韓現代等，皆已感受到零組件短缺的衝

力。

擊。此外，中國電子供應鏈的斷鏈正延後電腦與智慧手機

信評機構惠譽（Fitch）則認為，電腦與電子零組件供

的出貨。儘管目前中國積極復工，湖北作為疫情重災區，

應鏈中斷的風險最高，其中可能又以印度和日本製造商最

又是汽車供應鏈的生產重鎮，恐讓供應鏈陷入危險邊緣。

易受衝擊，分別約60％的海外零組件來自中國。

根據標準普爾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指出，

國際信用保險集團科法斯發表最新報告指出，電子產

湖北省（含武漢）的產量，占中國汽車總產量約9％，中

品、紡織服裝、汽車，這三個行業在亞洲的價值鏈，所受

國普遍停工狀態將影響高達50％的中國汽車和汽車零組件

衝擊最大。全球ICT行業高度集中在美國和中國的領頭企

產量，而第一季減產15％已經無法避免。

業，其大部分工廠都在亞洲。以ICT行業的兩大巨頭，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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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字看企業受衝擊程度
15%

蘋果來自中國的營收比率

35% 微軟PC事業上季來自中國的營收
比率

新冠疫情對航空公司客運業務收入造成的打擊預期值
-60 十億美元

-30

-20

-10

0

海灣地區
歐洲其他地區

印度與日本製造商從中國取得電子
零組件的比率

亞太其他地區

85%
90%

中國製造的玩具佔比

歐洲核心地區

1億美元

-40

中東其他地區

60%

中國出口商回報難以出貨的比率

-50

美加

亞太核心地區
註：不同地區的數值可能會有重疊
數據來源：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5-6億美元

輝達預期本季因疫情而損失的營收
Under Armour估計本季因疫情而損
失的營收

緊縮邊境控制後，從東京、紐約到倫敦，旅館、賭城、航

1000億美元

全球航空、機場及相關產業可能因
疫情而損失的營收

2019年9月美中貿易戰時中國遊客在美國消費仍達29.26億

資料來源：道瓊社、惠譽

空至零售業，正面臨空前的停滯。根據日經新聞報導，

美元，平均每人消費額6,950美元，中國禁止出境旅遊，美
國旅遊相關產業損失可以預見。

果和阿里巴巴為例，預估第一季財報將受到新冠病毒的影
響。

旅遊中斷也將導致航空及觀光需求降溫。不僅航空公
司營收會受影響，隨著更多遊客取消預訂機票、住房，國

對中國的半製成品依賴程度最高的五個國家，均為亞

際觀光旅遊相關行業也將飽受衝擊。根據聯合國世界觀光

洲國家。例如，從中國進口的半製成品占比，柬埔寨為

組織（UNWTO）的資料，中國觀光客人數稱冠全球、約

36％，馬來西亞為21％。

達1.5億人，每年旅行支出金額約2,790億美元。中國遊客

根據2019年麥肯錫報告，中國消費者計占該年度全球

是日本、南韓和泰國最大的外國觀光客來源，目前不少郵

奢侈品消費的36％。像蘋果公司這樣的ICT企業，不僅銷

輪旅行計畫也暫緩。全球旅行數據提供商OAG預估，世界

售依賴中國市場， 產品製造也一樣離不開中國。

各國往返中國的班機量已經比去年同期減少了80％。

供應鏈軟體供應商兼顧問業者Blue Yonder執行長利許
說：「在過去20年間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舉凡消費
者包裝產品、汽車、服飾、高科技。我無法告訴你有那個
產業沒受影響。」

旅遊受阻，重創全球零售業、航空與觀光業
中國占全球貨物進口總額11％，比20年前的2.7％大
幅成長，當中國消費者不出門、商家關門之際，當地需求
急凍，衝擊將擴散至全球。從商店到餐廳，看不到客人上
門，正衝擊銷售，而且入境的觀光客劇減，也將造成傷
害。
中國2019年出境旅客1.63億人次，占世界旅遊零售業
銷售額逾30％。新冠病毒爆發、中國禁止團體出境旅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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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也打亂了全球航運業環環相扣的物
流，因中國出口驟降擾亂了美國商品貿易，尤其是原定輸
往亞洲的水果和肉品等農產品貿易。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3月初提出警告，受疫情

中國進口萎縮，傷害能源和原物料業
中國是全球最大原物料進口國，主要進口金屬、鐵礦
砂及燃油。中國銅交易商以工廠仍關閉為由，通知智利、
奈及利亞等地礦商取消訂單，或延後交貨。

衝擊，今年全球航空業營收損失可能高達1130億美元。世

許多經濟學家預期，中國第2季成長率將隨疫情平息

界旅遊觀光協會（WTTC）執行長Gloria Guevara也表示，

而反彈。但Pantheon Economicsa首席亞洲經濟學家畢密許

受中國遊客減少影響，新冠疫情將導致全球觀光業損失至

警告，儘管製造廠恢復生產可望推動成長反彈，但對許多

少22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假設中國人海外旅行減少7％。

服務業而言，流失的生意卻無法失而復得。

國際旅遊業觀光收入損失300億至500億美元

中國若無法出口藥品原材料，全世界都遭殃

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itedNations World Tourism

全球藥品供應鏈的複雜性讓人難以確切影響所及，即

Organization）表示，預料今年國際遊客人數將急遽減少，

使是主要製藥商也承認，他們很難追蹤到所有原材料的最

減幅最高達1％至3％，估計這將導致國際旅遊業觀光收

終來源。但已有證據表明，如果中國工廠的停產持續到春

入損失300億至500億美元。若事實真如世界觀光組織所預

末，製藥商可能會在一系列產品上都遇到嚴重問題。

測，將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重創旅遊業以來，年

根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數據，中國是遙遙領

度國際遊客數首次減少。聲明也提到：「根據初步評估，

先的基本抗生素化學物質的最大出口國，2018年的出口額

預料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將受創最深，此區國際旅客數料將

為34億美元。印度則是該類化學物質最大的進口國，進口

減少9％至12％。」

旅遊觀光業對亞洲各國GDP的貢獻佔比
30

GDP單位：%

20

10

0
韓國 台灣 印尼 日本 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資料來源：牛津經濟研究所/Haver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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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14億美元，其中近80％的進口來自中國。然後，印度

跨國供應鏈，加速洗牌

將其中的大部分作為包裝抗生素零售藥品出口到國外，

過去30年來全球供應鏈架構越來越深化，分工網絡日

2018年的出口規模為15億美元，與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時

趨複雜、衛星工廠及國家越來越多。然而專業分工越細，

等其他主要藥品出口國大致相當。目前，全球大型製藥企

脆弱度也越高，致使一個環節出錯，整個鏈條就會停擺。

業還持有大量庫存。因此，若中國的供應中斷在未來兩個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中國製造業接近停擺，凸顯出供應
鏈脆弱度及韌性的問題。因此，各產業已從去年的中美貿

月緩解，嚴重的供應短缺很可能就可以避免。

易戰尋找中國供應商的替代方案，避免被加徵關稅，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更促使企業加速跨國供應鏈重組與整合，

韓國疫情加劇 全球供應鏈吃緊
在中國製造業因為疫情而暫時產能尚未完全恢復背景

尤其是製造業及消費產業。此外，各種自動化、AI、3D列

下，同樣做為全球製造業大國的韓國工廠，如果短時間降

印等降低生產成本的科技突飛猛進，加上各國政府為降低

低產能或者停產，無疑會加劇全球供應鏈的緊張。

產業外移速度，祭出各種獎勵措施，於是「在地生產、短

韓國優勢產業包括在電子、汽車、電氣設備、造船、

鏈革命」的發展有加速的趨勢。

鋼鐵等，這些優勢產業為全球提供較多上游中間品。韓國

「面對這場疫情，也許所有製造商都能從中吸取教

製造業不僅全球占比高，具備競爭優勢，且較多產品處於

訓。」馬來西亞自動化設備製造商Pentamaster執行董事長

高附加值的產業鏈上游，為下游提供零組件。

Chuah Choon Bin表示，「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國，

韓國出口的貨物很少是成品，因為該國擅長生產其他

（但是）他們需要考慮其他地方。」

製造商需要的中間財。韓國中間財出口占整體出口的約九

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也表示，新冠

成，遠高於德國的55％、及中國的62％。韓國在電子產品

病毒疫情顯示出各國有必要在供應鏈方面降低對其他國家

領域位居領先地位，稱霸部分半導體和顯示器類別市場。

的依賴。「我們再也不能90％、有時甚至是100％地依賴

韓國2015年人口僅5,100萬人，但當年出口的中間財價

外國製造產品，」他：「這就是長期後果。」

值共達3,820億美元，超越法國等更富裕、規模更大的國
家。

供應鏈重組與整合腳步最快的是高科技與傳產製造產
業，這是自中國投資環境轉變、中美貿易戰以來就持續進

OECD資料顯示，2015年韓國為全球供應4.3％的製造

行，許多企業依據不同發展策略，將部分生產基地移往東

業上游中間品。其中，全球電子產業10.2％的中間品來自

南亞、美國或台灣以擴大產能。除製造業外，消費產業也

韓國。造船、鋼鐵製品、汽車、電氣設備以及橡膠塑膠等

積極調整供應鏈與通路布局。新冠肺炎終將退去，但其對

行業，全球對韓國中間品依賴度也較高。

全球供應鏈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永久性的改變。 華

抗生素化學物質出口大國

各國中間財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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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大數據科技實力
之關鍵時刻
大數據科技已經成為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極為有力的技術手段。螞蟻金服開發了以大數據辨認潛
在感染者的手機APP「健康碼」，為復工復產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行證」。台灣運用全民健保大
數據資料庫，整合內政部移民署及疾管署資料，建構健保卡的「即時警示」資訊，有效防堵疫情。

2003

年SARS疫情時還是PC時代，而「新冠肺

螞蟻金服開發了以大數據辨認潛在感染者的手機APP

炎」爆發的2020年則已是4G成熟的行動

「健康碼」（QR code），螞蟻金服是電子商務巨頭阿里

時代，大數據科技已被廣泛應用、分析，並依據解讀結果

巴巴的姊妹公司。中國用戶可以通過螞蟻金服廣受歡迎的

進一步用於決策與行動上。

錢包應用—支付寶進行註冊，隨後被分配一個顏色碼（綠
色、黃色或紅色）用來代表他們的健康狀況。健康碼是以

中國防疫健康碼．足跡查得到

「個人自述、建庫比對、空間篩查」為依據，通過大數據

自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大陸電信企業以及科技企業充

進行首次即時計算、每日定時計算、動態即時更新，自動

分利用數據資源，緊急建立了疫情大數據的分析模型，聚

生成的個人健康碼。目前該系統已經在200個城市投入使

焦重點區域、重點時間結點來分析預測確診、疑似患者以

用，並正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這些服務都為復工復產提供

及密切接觸人員等重點人群的流動情況。基礎電信企業為

了方便快捷的「通行證」。

全中國手機用戶免費提供本人到訪地短信的查詢服務，經
用戶授權可以查詢近15日和30日內到訪省市的信息。

AI防疫層面廣．引個資外洩疑慮
「在大數據和網路的時代，每個人的行動都清楚可
見。」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顧問李蘭娟強調，應該善
用這些新科技以找出並控制傳染源。然而，這些科技也引
發侵害隱私擔憂，政府對人民個資的使用幾乎是不透明
的，但部分媒體也有消息指出民眾的健康資訊遭外洩至網
路上。中國利用大數據和AI等新科技來對抗疫情，卻也引
發侵害隱私的疑慮。中國從快遞、消毒、診斷、偵測體溫
和監控民眾，都可以見到新科技的運用，譬如以大數據辨
認潛在感染者的手機APP「健康碼」，可告知民眾是否應
該隔離。然而，政府對人民個資的使用完全無法監督，專
家認為，政府應在使用過後全數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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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科技加入防疫行列

等新科技，協助分級民眾的傳染風險與快速通關。台灣更

中國大陸這次動用所有最新科技迎戰新冠肺炎疫情，

設置免費通報熱線，主動擴大社區檢疫。台灣也善用新科

民間大企業積極響應。目前有多家中國企業藉由自動化科

技防疫，包括透過QR code掃描與線上通報旅遊史與身體

技防疫，涵蓋快遞、消毒到執行基本的診斷功能等層面。

症狀，根據14天內的航班起飛地，為旅客的感染風險做分

譬如深圳的普渡科技生產的送餐機器人，已在超過40間醫

類。此外，主動追溯出現急性呼吸道症狀、且經流感檢測

院服務；科比特航空則是利用無人機運送醫學樣本，或以

呈陰性反應的患者，回頭對他們重新進行武漢肺炎採檢。

搭載其上的紅外線熱像儀偵測體溫。
中國科學技術部呼籲全國科技公司提供幫助，建議部

地圖口罩app超好用．民間與官方合作成果

署能幫助減少人與人接觸的機器人、體溫檢測機器和裝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口罩成為最受矚目的防疫物

置。騰訊開放超級電腦設施，支持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與

資。為避免民眾瘋口罩引發亂象，台灣政府首先禁止口罩

清華大學研究人員進行新冠肺炎藥物研究。中國最大叫車

出口，接著徵收口罩工廠，並依據身分證號碼，啟動口罩

服務業者滴滴出行也跟醫療及援助組織合作，讓需要執行

實名購買，販售地點從便利商店改到藥局、衛生所。但政

數據分析、線上模擬或物流支援等相關任務者免費使用其

府協調的口罩供應數量仍有限，為了讓民眾順利買到口

伺服器。

罩，健保署於「健康保險資料開放服務」中，以CSV格式

京東在武漢使用自駕機器人送貨給醫療人員。這些機
器人一直在向治療冠狀病毒患者的主要醫院配送包裹。距

開放「健保特約機構口罩剩餘數量明細清單」，公告各個
販售場所的名稱、地址、電話，並即時更新剩餘數量。

醫院約600公尺的配送路線雖不長，但有助於保護顧客與

政府釋出公開資料，民間隨即瞄準「買不到」和「等

員工。新創公司上海鈦米機器人也送了數十台機器人到武

好久」兩大痛點，啟動「鍵盤防疫作戰」。社群、公司、

漢所有醫院去，幫忙在隔離病房、加護病房與手術室噴灑

個人陸續開發「即時口罩地圖」、「找口罩」等服務，以

消毒劑。

視覺化方式呈現各地口罩存量，也有網友開發文字版的口
罩採購資訊、通訊軟體的聊天機器人，以及iOS、Android

台灣善用大數據新科技防疫

行動裝置平臺的查詢app，幫助民眾就近買到口罩。

為即時了解民眾的旅遊史，協助發燒篩檢站更能有效

民間各路好手開發的各類不同服務，再經過政府彙

防堵疫情，台灣運用全民健保大數據資料庫，整合內政

整，公布在政府維護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中。這也顯

部移民署及疾管署資料，健保署只花一天時間即完成由武

示，政府將基礎的開放資料只要建置完備，便可催生出超

漢、湖北、中港澳入台名單與健保卡就醫資料的逐日勾

乎想像的應用。

稽。藉由建構健保卡的「即時警示」資訊，讓第一線醫師
能在看診時得知民眾過去的旅遊史，協助發燒篩檢站更能
有效防堵疫情。還能在患者看病時，根據旅遊史與臨床症
狀發出即時警訊，協助醫護人員辨識病例。

防疫必將科技化．網路普及有利建構防護網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持續擴散，對各大產業影響甚
鉅，雖然市場暫時無法恢復正常運作，但此時也正是檢視

由於新冠肺炎輕症多、傳染力強，無法像SARS

內部各項數據的好時機。網路普及的環境，等於建構強有

做發燒篩檢，所以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及群聚史

力的基礎建設，利於訊息傳遞，以及各類數據蒐集運算。

（TOCC）是重要客觀且具體的指標，因此，台灣行政院

人類的科技水平也較當年大步邁進，包括疾病偵測、病毒

要求健保卡鏈結移民署及健保署資料，有效讓第一線醫護

分析、疫苗研發、疫情控制及分析等，拜網路基礎設施及

人員掌握民眾面對疫情風險。

大數據分析之賜，都有長足進步。尤其智慧手機，搭配軟

台灣的入境檢疫電子系統，使用網路通報與QR code

體應用百花齊放，許多防疫科技都已落實在生活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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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新生活
提前十年到來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無接觸」、「宅經濟」、「雲端辦公」已成為生活及商業的新模式，並
透過大數據、AI、5G等科技發展推波助瀾下，未來世界的數位生活樣貌已經提早十年到來。
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數位生活提早到

一

工業園區消毒作業；在蒙古，無人機出聲警告老奶奶，不

來。從生鮮外賣平臺、線上教育、線上醫療、線上

戴口罩，就不要在外亂跑。2020年被視為5G元年，加上疫

辦公成了部分宅經濟中的日常新模式。以數位經濟為代表

情突襲，驅動人類社會科技革新，也加速雲端生活成為日

的新經濟加速報到，成為許多企業的新商機。

常。

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徹底的「變

隨著病毒、細菌愈來愈狡猾，變異速度愈來愈快，大

革」。企業也在摸索前行，試圖透過服務型態的轉換、既

規模疫情災難，恐成人類社會新常態，專家預測，疫情將

有資源的再利用，重整市場布局。

加速預防醫學的需求，而可分析大量健康大數據的AI，將
扮演人類健康顧問，更加精準預判疫病的發生。

AI+5G助攻，科技醫療防疫智慧化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無人機、無人車、機器
人乃至影像智慧等陸續登場，大量嶄新的高科技被測試並
推廣運用。

雲端技術熟成，讓遠端視訊發會作用
「冠狀病毒逼出全世界最大的在家工作實驗
（Coronavirus Forces World's largest Work-From-Home

透過AI醫療服務機器人，醫師用手機、電腦遠端操控

Experiment）」，彭博社網路新聞的標題雖然嚇人，但

機器人與病患互動。醫師不必接觸病患，就可和病患溝

並沒有誇大。不論是在家上班（Work From Home），

通、了解病情，遠距診療。

或是更廣義的，沒有固定上班地點的遠端工作（Remote

同時，搬運機器人協助運送食物、清運垃圾；搭載紫

Work），對全球現況都是一大挑戰。在中國，當法定假日

外線功能的機器人，負責清潔消毒隔離病房。京東研發的

結束、復工第一天的2月3日，中國有2億人次選擇線上辦

物流機器人，在專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扮演醫療物流

公。

助理。新冠肺炎雖癱瘓中國省級醫院，卻加速科技廠把過

為了避免社區感染，不接觸、避群聚，迫使「雲端技

去視為「小玩意兒」的AI，變成防疫甚至救命的醫療幫

術」得以發揮。在5G高速率、低延遲、大頻寬三特性下，

手。

再配合成熟的雲端應用科技，讓「遠端視訊」原有的問題

不只AI，應用面還在萌芽階段的5G，也因為疫情，

迎刃而解。

被迫加速熟成。在深圳，全球最大消費級無人機廠商大疆

許多企業為保護員工的健康及安全，除了開始限制員

科技，員工組成無人機防疫隊，高效完成300萬公頃寶龍

工的差旅，也紛紛公告遠端工作、在家工作的政策，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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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員工遠離擁擠的大眾交通工具和密閉的會議空間，包
括Google、Twitter、蘋果、亞馬遜、臉書及微軟等公司。
視訊會議需求大增。日本、香港等國，也宣布延後開學或

美國在家工作人數,
已經突破勞動人口5%

5.3

停課，促進了視訊會議的使用。美國視訊會議軟體新創
Zoom，用戶數隨著疫情升溫而衝高，帶動股價狂漲近三
成。

雲端辦公．已是未來工作樣貌
全球化趨勢，加上5G、AI科技助攻，超智能社會時代

4.1

占勞動人口比例(%)

2008

2018

資料來源：recode
註：美國整體遠端工作人數約占工作人口16%,此表僅統計遠端工作者中在家
工作人數占比。

來臨，雲辦公、遠端視訊會議，打破時間與空間的多元工
作型態，已是未來工作樣貌。根據市調機構Global Market
Insights推估，2024年全球視訊會議市場規模將超過200
億美元，自2018年起，雲端軟體方案年複合成長率高達

全球企業持續雲端投資力道，
今年預計突破2600億美元

3546

14％。

3085
2264

從Flex Jobs和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調研分析發
現，2005∼2017年間，美國遠距工作比例成長159％，美
國遠端工作占工作人口約達16％。分析原因，有三大關
鍵。關鍵一：氣候變遷，天災人禍挑戰逐年加劇，遠距工
作成企業風險控管備援必需。關鍵二：企業留才手段。全

2278
1967
2018

市場產值(億美元)

2019

2020

2021

2022

資料來源:Gartner

球人口高齡少子化，年輕世代更愛自由多元的工作型態。

間業績，較去年同期成長20％，若只計算日間尖峰時段，

關鍵三：減少經營成本。商辦租金高漲，遠距工作可降低

則大幅成長50％。

企業經營成本。根據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報告顯示，

無接觸經濟中，又以外送增長最明顯。民眾不敢上餐

在美國，透過在家工作方案，每年每人可省成本達11,000

廳，改叫外送，甚至，驅動連交貨都「免接觸」的「新物

美元。

流」模式。

前瞻產業研究院去年底，發佈中國智慧移動辦公行業

北京在全市超過4000個社區推廣的「無接觸購物」新

相關趨勢報告，指出中國移動辦公市場將持續保持高速增

模式，民眾手機下單、超市送貨、自提點提貨。依託百

長，預計到2024年市場規模將達486億元人民幣。跟一些

姓生活服務中心、超市、蔬菜零售企業，建立微信群、

歐美國家相比，遠端辦公在中國的普及率依然較低，但未

APP、小程式，讓居民可以手機線上下單，線下自提，實

來有巨大發展空間。

現全程無接觸購物。
在支付行業，無接觸支付需求激增。疫情影響下，線

無接觸經濟大爆發

下支付急劇下滑，線上交易上升，「線下需求通過線上

全球陸續封城封區、居家隔離、企業停工、學校延後

來滿足」成為行業趨勢。「無接觸」支付成為防止新冠肺

開學，使得遠端辦公、線上學習、遠端智能醫療、電子商

炎病毒附著在服務體進行人際傳播的重要概念，「自助收

務及雲端服務等「無接觸」需求激增。

銀」設備還能有效緩解超市排隊壓力，減少人員聚集。可

例如，上班族不敢搭捷運，改騎共享機車或電動自行
車。在台灣共享汽車業者Zipcar在1月至2月中旬，疫情期

以預見，隨著復工潮到來，線下場景對「無接觸支付」的
需求將迎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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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看車」、「線上教學」．宅經濟崛起

據統計，2019年，中國線上教育的市場規模超過3000

手機掃描二維碼，就能立即360度體驗新款汽車駕駛

億元，同比增長24.5％。預計未來年線上教育市場將繼續

座位的各種視角，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中國消費者大多

處於高速增長區間，用戶對於線上教育的接受程度會不斷

「宅」家少出門，著名跨國車企通用汽車旗下的多個品牌

增加。

推出「雲看車」的服務。

隨著網路建設日臻成熟與穩定，新技術與教育的結合

跨國車企熱中於推出「雲看車」等服務，街頭小店為

程度不斷加深，線上學習體驗感會不斷改善，學習群體將

了解決消費者「宅」家不出門的困擾，除了已有的「網購

不斷擴大，線上學習也將逐步成為常態，線上教育覆蓋面

+快遞」和餐飲外賣等，最近上海市中心的一些沿街小店

可擴展至三線、四線城市。

還「發明」了全程站立式的快速外賣及餐飲消費模式。既
不把顧客拒之門外，又鼓勵顧客快速流動，受到顧客歡

線上遊戲與串流媒體．宅經濟火紅發威
隨著滑世代、宅經濟崛起，科技產品開始大量應用在

迎。
此外，阿里巴巴旗下線上會議軟體公司「釘釘」，年
後第一個上班日就被瞬間湧入的流量塞爆。釘釘更趁勢推

消費娛樂上，也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尤其在線上遊戲與串
流媒體等兩大領域。

出在線課堂App，教學、繳交作業、健康回報，全上雲端

全球遊戲市場在近幾年急速成長，市場估計2020年可

搞定，雲教室AI助理還能協助老師改作業。上海已宣布3

達1800億美元，遊戲人口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龐大消費族

月起各級學校改為線上教學。因此，遠距教學的線上學習

群。其中，手機遊戲的快速成長功不可沒，隨著智慧型

所需相關技術、裝置及教材，勢必加速廣泛的數位經濟時

手機的普及，蘋果iPhone手機GPU晶片的性能更媲美遊戲

代來臨。

機，是手遊產業大爆發的關鍵因素。

▼遠距教學的線上學習所需相關技術、裝置及教材，勢必加速廣泛的數位經濟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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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冠肺炎導致上千萬中國居民被限制在家，中國
遊戲和其他應用程式（app）下載次數創空前新高，意外
帶動全球規模1,500億美元的遊戲產業。

活型態等。數位新時代提早到來，人類生活所有挑戰，都
該以不同思惟模式因應。
2003年的SARS疫情，成就了一批以阿里巴巴、京

倫敦金融時報（FT）報導，市調機構App Annie的數

東、騰訊等為代表的電商及遊戲宅經濟發展。此次疫情

據顯示，自2月2日起的一周內，中國大陸用戶在蘋果App

後，「互聯網+5G+AI」等新模式預計將推動「宅經濟」

Store的下載次數就超過2.22億次；在2月前兩周，App每周

的進化。前有4G、寬頻的快速發展帶來移動支付、網約

平均的下載量就比2019年全年平均躍增四成。上述時間範

車、外賣平台、直播、短視頻等對傳統消費、傳媒模式的

圍適逢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顛覆，現隨著5G的快速發展，線上辦公、VR/AR、在線醫

基於預期足不出戶的中國民眾會帶動智慧手機買氣，
也激勵一票遊戲上市公司的股價。中國最大手遊開發商騰

療、直播帶貨、商超到家等新興模式的崛起。在AI、5G加
持下，下一個騰訊、阿里巴巴或許正在成形中。

訊股價漲抵20個月高點，市值突破5,000億美元；中國線上

和SARS相比，儘管新冠肺炎病毒傳染率更高、速度

教育服務公司新東方（New Oriental Education）今年股價

更快，可能對人類造成萬劫不復的衝擊；但不同的是，這

也躍漲17％。

次，人類在新科技相助下，催化數位新生活提前落實。 華

宅生活的基礎上，未來這些行業將順勢爆發

Netﬂix、亞馬遜、Zoom，因疫得福
1.

電商、短視訊、遊戲、線上教育、知識付費等線
上專案，將遇到空前的發展機遇。

2.

無人零售、無人餐飲、無人機配送等高科技行業
強勢崛起，未來的服務業裡沒有服務員。

3.

各種配送平臺和上門服務平臺，比如蔬菜配送、
定製化餐飲配送、清潔/保姆/搬家等各種上門服
務。

4.

線上辦公軟體，尤其是能夠實現個體協同的辦公
軟體，是未來的趨勢，工作不再受地理及空間限
制。

5.

家用辦公傢俱、家用娛樂裝置，個體崛起的時
代，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家裡辦公，遠端辦
公。

6.

同城物流、跑腿服務等，未來的人將越來越獨
立，喜歡無接觸。

7.

私人醫生、心理醫生，以及各種線上諮詢服務，
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人心理需要撫慰。

5G手機替代4G手機是大勢所趨。

8.

VR/AR等場景體驗，將再次受到關注，再加上5G
的成熟，其應用方面會加快進展，虛擬世界，將
成為現實世界。

數位新時代．提早十年到來

9.

各種能夠深入社群的專案，包括鄉村，幫助社會
進行網格化管理的專案。

10.

醫藥健康、養生保健行業繼續保持增長趨勢，人
們願花費金錢用於購買健康，包括身體和心理健
康。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在家工作員工日增，電商、
線上娛樂、虛擬醫療平台等服務卻因禍得福，市值節節攀
高。
投資公司MKM Partners甚至公布「居家指數」，
列出33家可能因疫情而受益的公司，除了廣為人知的
Facebook、Netflix和亞馬遜之外，包括遊戲開發商動視暴
雪（Activision Blizzard）、運動器材製造商Peloton、和食
品配送服務GrubHub等等。此外，由於美國就醫昂貴，提
供患者與醫生進行視訊問診的虛擬醫療保健公司Teladoc的
股價，在今年以來也上漲50％。
疫情期間的「雲辦公」、「雲生活」、「雲遊戲」已
讓部分用戶體驗到5G的優勢。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在數字經濟、製造業轉型升級、醫療健康、5G建設
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展示巨大潛力。這些都會促進5G商用，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人類生活變革，無接觸、離群等
需求，促使平台、共享、雲端等新經濟模式成主流。數位
經濟、共享經濟、資料經濟等新商業模式，已經是不可逆
的趨勢。而數位新經濟崛起，必將改變人類消費行為、生

綜合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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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雲

歐盟發表「AI白皮書」
尋找適合數位歐洲解決方案
AI逐漸滲透企業，成為商業世界與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然而AI也引發資安、隱私等
爭議。因此，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月中旬發表《人工智慧白皮書》（AI White
Paper），談論AI的使用規範。
據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UN World Intellectual

the Digital Age），表示「要透過數位轉型驅動經濟，找到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於2019年1月底

適合歐洲的數位時代解決方案。」執委會資深成員布雷頓

公布首批系統研究AI技術趨勢的《技術趨勢2019：人

Thierry Breton表示，白皮書的精神是科技不能降低人權與

工智慧》（《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Artificial

自由，AI 在白皮書內受到規範，以確保道德。而「促進廣

Intelligence》）報告顯示，在AI競賽中，美國和中國在專

泛的辯論」也歐洲執委會發布白皮書的目的之一。

依

利申請數量和科學發表上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AI將在未
來幾年內成為軍事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大國將開始
關注自身在AI領域的戰略地位。

歐盟AI產值高達3,000億歐元
AI產業可謂明日之星，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
出，目前歐盟AI產業的產值高達3,000億歐元，共創造出

美中日韓在AI技術主導專利活動
在AI專利申請公開國家分佈中，可發現美國的顏色最
深，在數量上美國佔據第一位，由於美國是AI技術的起源

570萬個工作機會，5年後，產值更可望翻3倍。但世界智
慧財產權組織指出，中美的企業佔有85％的AI專利，歐盟
得急起直追才行。

國，因此吸引了眾多的科技公司紛紛投入於該領域，AI專

然而，歐盟內部市場與服務專員布雷頓表示，歐盟必

利申請第二多的國家為中國，依次是日本、韓國、德國、

須根據《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以確保基本人

加拿大、澳洲、臺灣、印度、英國、奧地利、以色列等國

權不受侵犯。譬如臉部辨識的科技，許多隱私權專家和運

家，顯示AI技術目前仍由美國、中國、日本與韓國在主導

動人士向來擔心可能有侵犯隱私之虞，對此，歐盟執委會

著專利活動。

希望這個議題能經過充分的公共討論，歐洲議會則期望在
年底之前完成對於AI發展規範的草案。

歐盟發布《人工智慧白皮書》，急起直追發展AI產業
在AI專利幾乎被美國和中國企業壟斷的情況下，歐

業界擔憂程序耗時

洲打算要急起直追發展AI產業！繼4年前的《一般資料

白皮書主要是針對高風險的AI，包含醫療設備、自

保護規範》（GDPR）之後，歐盟再次為科技巨頭投下

動駕駛以及決定社會保險支付的系統。《TechCrunch》

震撼彈，於2月19日發布《人工智慧白皮書》（AI White

指出，白皮書的建議包含AI使用的資料必須是「無偏見

Paper），建議只針對高風險的AI（如醫療設備、自駕系

的」，以確保沒有歧視的現象；演算法能夠使用的消費

統等）進行管制，譬如確保AI使用的資料必須是「無偏見

者資料必須要有保護；以及促進企業與政府的「資料分

的」。

享」。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 將此白

對此，「DIGITAL EUROPE」會長波妮菲爾德達爾認

皮書描述為「適合歐洲的數位時代規範」（A Europe ﬁt for

為，與其急著對新科技大加限制，不如強化法律架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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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產業和公民社會之間的隔閡，限制應只及於「高風險

頭來說，這項法案重要程度可能不亞於當初的隱私法規

的AI」。然而也有產業界人士擔心，高風險AI的範圍難界

GDPR。

定，此外，繁瑣且官僚的認證程序恐怕曠日廢時。對管制
較少的美國科技公司來說，可能也會降低其進入歐洲市場

歐盟AI白皮書可提供全球參考方案
AI被視為將來最具顛覆性的技術之一，然而法條規範

的意願。

卻始終跟不上技術發展的速度，如今歐盟即將進行通盤性

AI白皮書對科技巨頭的潛在衝擊

的審視，外界認為可能將成為往後各國AI立法的標竿。眾

AI白皮書也將制約過去毫無節制大肆擴張的中美AI產

多矽谷企業都格外關注本次法案內容，未來在歐洲、甚至

業，這些科技巨頭未來都必須遵從歐盟規範，將該領域的

國際上AI技術的運用規範，可能都取決於歐盟法案怎麼為

主導權重新拉回一點到歐洲身上，也可能令部份歐洲企業

AI實務定調。

佔有優勢。

此外，這份白皮書也有政治的意涵。起草白皮書的歐

AI 涉及範圍廣泛，滲透到生活中的各種角落，例如

盟執委會副主席 Margrethe Vestager 表示，「中國有數據、

臉部辨識、語音助理。AI也引發隱私、資安等爭議，許

美國有錢，而我們有意志」，點出歐盟維護人權的精神。

多科技巨頭正被爭議纏身，因此Alphabet執行長Sundar

未來這份白皮書還可能再調整。AI 發展與隱私、資安該如

Pichai、蘋果AI資深副總John Giannandrea、臉書執行長

何兼顧？政府、企業單位該如何規範？這份白皮書可以提

Mark Zuckerberg皆前往布魯塞爾歐盟會場，意味該白皮書

供全球一份參考方案。

對科技巨頭的潛在衝擊。
對於像Google、Facebook、蘋果這樣在數位服務及
AI技術涉入頗深，並作為未來重點發展方向的科技巨

《人工智慧白皮書》目前面向公眾徵求意見，截止日
期為2020年5月19日。按計劃，歐盟還將於今年制定出台
《歐盟數字服務法》。 華

▼

AI專利申請之公開國家分布圖

在AI專利申請公開國家分佈

中，可發現美國的顏色最深，
在數量上美國佔據第一位，由
於美國是AI技術的起源國，因
此吸引了眾多的科技公司紛紛
投入於該領域，AI專利申請第
二多的國家為中國，依次是日
本、韓國、德國、加拿大、澳
洲、臺灣、印度、英國、奧地
利、以色列等國家，顯示AI技
術目前仍由美國、中國、日本
與韓國在主導著專利活動。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WIPO）於2019年1月
底公布首批系統研究AI技術趨
勢的《技術趨勢2019：人工智
慧》（《WIPO Technology Trends

2019：Artificial Intelligence》）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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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決議推動
新一波充電器規格統一
雖然蘋果先前以造成更大花費，以及可能產生更多電子垃圾為由，希望歐盟在充電連結規格能
有額外彈性，但歐盟委員會希望全面推動相同充電連結規格，減少更多電子垃圾。
了減少電子垃圾的數量，歐盟執委會在過去10年就

自家技術 Lightning，所以將會是受到歐盟這項決策影響最

開始呼籲政府，要統一充電器規格，包含手機、平

大的廠商。

為

板、電子閱讀器這類的3C產品，在未來都要能共同使用同

蘋果曾強烈反對類似提議，因為其獨樹一幟的

規格的充電器。這項決議在長久的推動下，於1月30日在

Lightning接頭與其他硬體製造商的設備不相容。其他品牌

歐洲議會以582票對40票取得壓倒性勝利，並要求行政部

傾向使用USB-C接頭充電。蘋果發言人曾發表聲明說，統

門最慢要在今年7月前公佈統一充電解決方案，受影響最

一充電器會扼殺創新，也可能讓現有10億名蘋果用戶需棄

大的必然是蘋果公司。

用連接線，反造成更大的環境負擔。聲明還說，「這種立
法將造成直接的負面效果，影響我們歐洲用戶，甚至全球

歐盟統一通用充電器標準，減少電子垃圾

更多蘋果用戶使用的數億主動裝置和配件」。

降低成本、減少電子產品浪費、方便消費者生活，歐

如果統一充電器規格的決議開始執行，也代表蘋果未

洲議會（MEPs）成員希望採取「約束性措施」，確保手

來需要因應歐洲市場，推出符合規範的充電器。也有分析

機充電器能適用於所有手機、平板電腦和其他攜帶型設

師預測，今年開始蘋果很可能因應這項全球趨勢，將產品

備。

全面升級為「無線」產品。

根據歐盟2019年對攜帶型設備常用充電器進行的評估
研究，近五分之一的受訪者報告稱，由於充電器標準不一

MFi認證，配件市場是巨額利潤

樣，給他們帶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設備之間的充電

此外，也有分析認為，蘋果有著龐大的iPhone使用者

器不相容、不同充電器之間的充電速度可變，以及必須有

數量，而且這些設備非常依賴Lightning充電協定。其中，

多個充電器才能滿足所有需求。因此歐盟聲稱，通過商定

配件市場利潤，對於蘋果來說，其封閉生態內的iPhone配

一個通用充電器標準，結束充電器雜亂無章的標準和每年

件市場是一塊巨額利潤。即蘋果通過自有的特定介面和配

產生5.1萬噸電子垃圾的局面。

件形成了一套封閉的的認證標準。蘋果也因此獲得了高額

在此情況下，在歐洲市場銷售的iPhone機種勢必要配

的、穩定的利潤分成20％至25％。

合調整其充電連結規格，或許將無法繼續
使用過去長時間使用的Lightning連接線，

▼MFi，即「Made for iPhone / iPad / iPod」的簡稱。這是一個被蘋果用於對 iPhone、iPod、iPad 裝置

可能必須配合政策改為現在盛行使用的

的周邊配件製造商所制定的測試計劃以及官方授權標準，只有通過蘋果官方測試並通過授權認

USB-C設計。

蘋果認為，統一充電器會扼殺創新
蘋果產品跟其他主流大廠產品所使用
的充電器規格不一樣，蘋果產品使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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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裝置，才能在包裝上印上 MFi的官方認證標籤。

這些年來，蘋果通過MFi認證當中賺了不少錢，這是
一塊Android廠商無法參與分享且獨屬於蘋果的領域。蘋

但外界普遍預期 USB Type-C將是未來歐盟市場主要的充電
器規格。

果可以通過MFi認證與Lightning介面確保自身掌控配件市
場，杜絕山寨，收穫大量利潤。MFi，即「Made for iPhone

2050年全球電子垃圾總量將會達到1.2億噸

/ iPad / iPod」的簡稱。這是一個被蘋果用於對 iPhone、

聯合國預估若電子垃圾以現行速度增長，2050年全球

iPod、iPad 裝置的周邊配件製造商所制定的測試計劃以及

電子垃圾總量將會達到1.2億噸，全球電子垃圾數量可觀。

官方授權標準，只有通過蘋果官方測試並通過授權認證的

依照歐盟公佈數據，歐洲境內在2016年便累積產生1230萬

裝置，才能在包裝上印上 MFi 的官方認證標籤。

噸電子垃圾，平均每位歐盟居民約製造16.6公斤重量，因

蘋果在MFi認證方面有著頗為嚴苛的審核標準（包括
送交 MFi 會員申請、產品計劃審核、產品測試審核三大

此若是每人可減少使用重複的充電線、充電器，將能減少
更多電子垃圾。

步，網路上有消息稱通過率僅 2％~3％），即便是第三方

歐盟的倡議旨在限制市場上各種多樣化的充電器介

廠商向蘋果提交了MFi申請，但最終也可能會面臨公司的

面，同時不妨礙未來的技術創新。通過標準化充電器，它

資質問題而被蘋果拒絕。對廠商而言，MFi認證除了是通

希望降低價格，提高質量，從而減少假冒充電器的存在，

過蘋果嚴苛測試的一個授權證書外，還是一個展現公司產

提高用戶安全。它還期望通過減少購買不同類型充電器，

品研發實力的認證。

並通過反覆使用已擁有充電器，減少或最小化電子垃圾的
產生。

USB Type-C連結規格，將成歐盟主要充電器規格

歐盟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要減少電子垃圾的數量。

歐盟執委會過去10年一直致力於統一充電器。2009

歐盟委員會表示，一直以來，都是在依靠科技行業自願向

年，歐盟委員會召集了四家公司，包括蘋果、三星、華為

通用充電器轉型，現如今，已經從早前的30多種專有充電

和諾基亞，四家公司簽署了一份自願諒解備忘錄，為 2011

方式變成了3種。即便如此，每年因廢棄充電器構成的電

年上市的新型智慧手機統一充電器。當時主要是以micro

子垃圾數位依然非常巨大。 華

USB作為統一規格。然而時至今日，全
球手機充電口並未統一，蘋果公司仍然
在使用獨有技術的閃電（Lightning）介
面和閃電充電器。
目前幾乎所有安卓手機都已轉向
USB Type-C介面，大部分用戶也已經接
受 USB Type-C。USB Type-C在市場上變
得越來越流行，該介面可支援手機、筆
記本電腦、掌機、移動硬碟以及更多其
他便攜設備，不僅能夠進行充電，也能
夠進行數據傳輸，正反面對稱，毫無疑
問，比以往的介面更具先進性，從而讓
消費者使用更加便捷。
隨著USB Type-C 的普及，儘管歐洲
議會未提出任何「統一規格」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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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TikTok
下載量冠全球
新冠肺炎促使全民「宅」在家防疫，中國大陸短影音平台「抖音」以及其海外版「TikTok」也藉
此趨勢攻占手機下載排行榜，在1月創造破1億次的下載量，登上全球首位。
影音平台TikTok（抖音國際版）以對口型的青少年

短

在印度和印尼測試一項音樂流媒體服務，此外，還在中

和寵物搞笑滑稽動作的短影片而聞名，2019年初從

國收購了數家遊戲開發商。對於TikTok，廣告公司高管猜

籍籍無名一躍成為美國應用商店下載量最多的應用，同時

測，字節跳動可能會推出一項訂閱服務，讓觀眾付費獲得

在印度和日本等地也大受歡迎。

更多訪問權限或來自首選創作者的額外內容。分析人士表
示，增加服務種類將有助於把用戶留在平台上、實現產品

抖音及TikTok在1月下載量達到1.04億次
依據Sensor Tower最新數據顯示，抖音以及TikTok在

多樣化併為該公司提供更多用戶數據，這或將帶來更多的
廣告收入。

1月的全球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中下載量年增46％達到

擴展業務相對也產生很大的風險。字節跳動科技公

1.04億次，超越臉書旗下聊天軟體WhatsApp，成為全球下

司希望參與的領域，皆已有巨頭企業布局其中。包括

載量最高的App。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旗下微信支

由於中國大陸不能使用安卓商店平台未計入數

付（WeChat Pay）和螞蟻金融服務集團（Ant Financial

據，1月份抖音及TikTok下載量前三的市場為印度（占

Services Group）的支付寶（Alipay），以及Spotify

34.4％）、巴西（10.4％）、美國（7.3％），人口大國印

Technology SA （SPOT）和其他西方公司。例如，多閃

度成為抖音另一個衝刺動能，Sensor Tower看好2月份在海

（Duoshan）是字節跳動設計的一款基於影片的即時通訊

外新興市場人口紅利下，下載量能再創新高。截至目前，

應用，目的是與微信（WeChat）在中國市場展開競爭，但

抖音及TikTok全球下載總量也突破18.2億次。

推出後步履艱難。

不過在收入方面，抖音及TikTok仍以中國大陸為大

分析師稱，字節跳動科技公司具備一些有利的趨勢。

宗，1月App內購買規模達到2,860萬美元，中國大陸占

該公司的應用已擁有7億全球日活躍用戶，其中很多在美

84.5％、美國占10.1％。而1月收入較2019年12月有回落趨

國，該公司可以向這一龐大的用戶群推出新產品。騰訊在

勢，當月抖音及TikTok在全球創下3,940萬美元的單月收入

中國採取了類似的策略並取得了成功。騰訊利用微信推出

紀錄。

了手機遊戲和電子支付等一系列消費者業務。

字節跳動擴展業務，欲與全球科技巨頭爭鋒

引發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

TikTok的母公司——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

鑑於TikTok全球大流行，再加上華盛頓與北京方面的

（Beijing Bytedance Technology Co.），正藉助TikTok的發

緊張關係，使得TikTok成為美國審查的一個目標。TikTok

展勢頭，推出新的應用，並將業務擴展到電子商務、遊戲

是北京位元組跳動（ByteDance）旗下的產品，該平臺的

和其他領域，試圖與全球科技巨頭展開競爭。

中國背景使其受到美國政界的嚴密關注，美國監管機構

字節跳動科技公司推出了一款金融服務應用，並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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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對此應用展開國家安全調查，國會議員們擔心TikTok

可能將使用者的資料發回中國。TikTok強烈否認了這一說
法。

廣受歡迎的影片應用TikTok全面修改準則，澄清哪些
內容是禁區，包括種族歧視辱罵和對其他用戶保健方式

與此同時，包括海軍和陸軍在內的美國軍方最近也禁

的批評言論。此外，更廣泛的規定涵蓋了10類違反社區

止其人員使用該應用，此前，五角大樓據報導發佈指導方

標準的內容，同時禁止仇恨群體和暴力極端組織等使用

針，稱軍人應當卸載TikTok，以防暴露個人資訊。

TikTok。
由於TikTok的用戶年齡大都低於30歲，因此，其中一

TikTok希望吸引更多成年人，但難以擺脫用戶

種限制是針對那些宣傳可能引發飲食失調的行為的內容。

低齡化問題

更新後的準則還禁止基於移民狀態、性別認定和種姓等屬

TikTok遇到一個不同尋常的問題：這款影片分享應用

性特徵來威脅用戶。

很受兒童歡迎。TikTok一直在努力擴大其對成年人的吸引
力，這對該應用的增長和生存至關重要。該公司還設法不

美國少女，2019年使用過TikTok比例佔70％

讓年齡較小的孩子使用這款應用，而且根據該公司去年與

幫助家長追蹤孩子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應用Jiminy的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達

最新數據顯示，在美國擁有智能手機的10歲女孩中，2019

成的一項和解協議，該公司還被要求下架13歲以下兒童發

年使用過TikTok的比例約佔70％。
TikTok在青少年中很受歡迎，這是科技行業普遍面臨

布的所有影片。
去年，FTC指稱Musical.ly違反了一項法律，該法律規

的一種兩難境地的極端例子：科技企業難以在不要求用戶

定面向孩童的網站和線上服務在收集未滿13歲孩童的個資

提供個人資訊的情況下核實用戶的年齡。孩子們很容易繞

前需取得父母同意。最後，社交媒體應用抖音（TikTok）

過一些旨在阻止他們使用某些應用的限制，有時甚至是在

同意以570萬美元和聯邦監管機構達成和解。抖音表示，

父母的幫助下這麼做的。 華

該公司致力於保護用戶數據，已建
立工具讓父母保護孩子，同時推出
新的私隱設定，包括要求現有和新
用戶核實年齡。
Musical.ly於2017年被北京字

關注的焦點
TikTok是美國最受兒童歡迎的應用程式之一；他們經常每周花數小時觀看應用上的短片。
能夠使用智慧手機的美國兒童中
使用TikTok的百分比
80％

女生

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

■女生 ■男生

Ltd.）收購，2018年和抖音合併。抖
音在全球約有5億月度活躍用戶。

TikTok加強影片內容和用戶

能夠使用智慧手機的9∼12歲兒童
中使用時間最久的應用

60

男生
20

門以及消費者權益倡導團體等各方

家社交媒體公司已對用戶指南和政
策進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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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
加速發行數位貨幣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推廣無接觸的影響，加上中國現代化電子支付平台已經非常成熟，因此中國
政府支持加速發行央行數位貨幣（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
國數位商務委員會（US Chamber of Digital

美

國法定數位貨幣（DCEP）研發腳步，並研究中國國內外

Commerce）的一項調查指出，中國人行（PBoC）

虛擬貨幣發展趨勢，同時加強網路金融風險監控。中國人

已申請84項與其數位貨幣（DCEP, Digital Currency

行副行長范一飛指出DCEP在定位上，注重對現金（M0）

Electronic Payment））有關的專利，以獲取制定遊戲規

的替代；營運方面，採用「央行 - 商業銀行」的雙層架

則，塑造數位貨幣的話語權，讓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

構；技術上，考慮區塊鏈技術，不載入對履行貨幣職能不

扮演重要角色的戰略意義。

利的智慧合約；帳戶上，只對中國人行採實名制，對交易

中國84項與DCEP有關的專利內容，涉及設計協定以

雙方外的其他實體採匿名制。范一飛更指出隨著技術發

控制數位人民幣的發行與供給、銀行間結算、與中國現有

展，各國央行發行DCEP是大勢所趨，央行在需要時可以

銀行基礎設施整合的框架；部份專利則顯示DCEP可能包

將DCEP利率設為負值。

含通膨控制機制的計劃等。其他專利申請則指向創建一
個中間層實體（middle-layer platform），該實體將允許客
戶存放法定貨幣，並提存數位貨幣。類似的專利還提到
DCEP將發行電子錢包或晶片卡等機制。這顯示出中國政
府將人民幣數位化的雄心，並促使全球央行行長們開始探
索類似項目。

中國人行加速推動中國法定數位貨幣研發腳步

中國人行自2014年即開始進行虛擬貨幣的研究
2014年

中國人自行成立發行DCEP專門研究小組。

2015年

刊登一系列虛擬貨幣相關研究報告，並完成發
行法定數位貨幣原型的修訂。

2016年

確定將發行DCEP，並啟動數位票據交易平台的
封閉開發工作，並招募虛擬貨幣相關人才。

2017年

成功測試有關於區塊鏈的數位票據交易平台。

2018年

中國人行成立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進行金
融科技相關技術開發、諮詢、技術轉讓及服務
等。

2019年

加快推動中國DCEP研發腳步。

2020年

今年1月，中國央行發布一篇文章，表示該行
已大致上完成法定數位貨幣頂層設計、標準制
定、功能研發等工作，這讓外界紛紛猜測，中
國即將在今年內如期推出央行數位貨幣。

中國人行經過近5年努力，可望成為全球率先推出數
位貨幣的央行，而銀行間的清算，及小額支付可能最先成
為中央銀行數位貨幣發行（CBDC）的目標。
中國在2014年就啟動了一個名為「數位貨幣/電子支
付」（DC/EP）的項目，其目標是將中國現有的貨幣基
數、也就是流通中的現金部分數位化。
2019年8月初，中國人行（PBoC）指出將加速推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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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EP負利率概念的實施

的排名相同，顯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停滯不前。尤其在

而DCEP負利率概念的實施，主要在於DCEP在目前的

中美貿易衝突遲遲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雙方的對峙逐漸由

設計中不會產生利息，因此能刺激消費，或是更加活用

貿易戰演變成科技戰及金融戰，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的一帶

DCEP創造貨幣乘數。在現今全球經濟一直無法有效回復

一路戰略進行反制，而人民幣近期貶至7.18的低點，也讓

到金融海嘯前的正常環境，因此負利率政策也是目前各主

市場對於人民幣未來前景抱持疑慮。

要央行採取的主流政策，所以中國人行認為應加速推動
DECP的發展。
此外，范一飛表示中國人行將會引導持有人將DCEP

此外，中國大陸雖然近期內持續採取開放市場的措
施，但對於資本管制仍未完全鬆綁，資金進出仍受到高度
控管，這些都形成人民幣難以進一步國際化的重要障礙。

應用於小額零售業務層面，並對其施以限額、大額需預約
等限制。這是因為DCEP相較於銀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
可能會導致銀行業出現「存款搬家」的情況，進而影響金
融體系的穩定性。

搶先全球，瞄準「數位貨幣話語權」
人行在全球主要央行之前，率先發行數位貨幣，另一
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制定遊戲規則，塑造數位貨幣的話語
權，讓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實體貨

華為與人民銀行簽署MOU‧加速DCEP研究應用

幣上，人民幣一時之間還難以撼動國際美元的地位，但如

中國通訊巨頭華為（Huawei），去年11月已與中國

果藉由數位貨幣的發行，便利跨境支付的使用，促進一帶

人民銀行的「清算總中心」、「數字貨幣研究所」分別

一路國家使用人民幣的意願，那麼一方面可降低實際資金

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及合作備忘錄（MOU）。其中，華

的跨境流通，避免資本管制對實體貿易箝制；另一方面，

為和「央行數字貨幣（CBDC）研究所」簽署的備忘錄

又可促進人民幣的國際流通，可說是重要的長期策略。

主要針對金融科技研究。隨著中國積極開發數位人民幣
（DCEP）與華為的合作，預期將加速 DCEP 相關研究及
應用。

中國央行抗疫 加速發行數位貨幣
由於當前疫情影響生活的習慣，人們因為害怕被感
染，可能排斥面對面的現金交易，減少現金紙鈔的使用。

中國發行數位貨幣的考量
中國之所以要發行數位貨幣，有其重要考量。其一，
降低實體紙鈔和硬幣之印製、儲藏、回收、防偽、攜帶

在這樣的情況下，個別消費者和機構會偏好使用電子支
付，也會更習慣使用各種電子支付工具，數位貨幣或可趁
機加速發行與推廣應用。

不便等成本；其二，中國大陸人民其實是有匿名支付的需

中國銀行前行長，現任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工

求，但其目前之支付工具，如互聯網、銀行卡支付都跟傳

作組組長的李禮輝表示，中國現代化電子支付平台已經

統銀行帳戶綁定，滿足不了匿名需求。至於防制洗錢，
DCEP之普通交易雖是匿名的，但還是可用大數據方式，
辨識出DCEP交易行為中的洗錢行為特徵，進行防範。

中國的國際金融大夢
中國人行發行數位貨幣還有一個對外戰略，那就是如
何持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2019年4月人民幣在全球外
匯交易的占比為4.3％，在所有貨幣中排名第8，與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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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成熟，且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的線上支付平台在全球已

數位貨幣」的概念，也就是一種由美國政府認可的區塊鏈

是第1、第2名，所以疫情或許可望改變人們使用現金的習

協議，交由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創建和維護，但由銀行或其

慣，增加他們對電子支付的依賴，這樣就可以加速由中國

他可信賴的支付機構來管理。

政府支持的央行數位貨幣的發行。李禮輝表示，數位貨幣

無實體貨幣盛行的加密貨幣支付公司Circle執行長

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於市場。其效率、成本和便

Jeremy Allaire曾指出，美國在數位法定貨幣發展落後中國

利度將非常重要，商業用途也是。

大陸，而這可能為中國大小型企業創造先機，更有可能，
在短期內通過直接結算，來繞過傳統的西方銀行體系。

全球各地央行加緊開發數位貨幣
隨著去年6月，Facebook計劃創建一種在實現低成本跨
境支付的數位貨幣——Libra，遭各國央行監理機構的監管

Allaire也認為中國大陸推出數位貨幣合乎邏輯，因為中國
大陸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以求擴大其在貿易
上的影響力，而數位貨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經之路。

要求，促使各國央行做好準備來回應這個新興趨勢，對法
定數位貨幣不再顧慮於其隱憂而排斥，反而更加積極研究
其可行性及優點。

由六個國家組成的CBDC同盟國
一月時，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而自中國宣布將發行數位人民幣（DCEP）之後，全

Settlements）成立了一個小組，對互聯互通

球各國加倍積極地投入研究數位貨幣，對於CBDC的態

（interoperable）的央行數位貨幣的「潛在案例進行評

度，更是有了180度的轉變，一時之間，CBDC成為了產業

估」，其中包括日本央行（BoJ）、歐洲央行（ECB）、

熱點。

英國央行（BOE）、瑞典央行（Riksbank）、瑞士央行
（SNB）、加拿大央行（BOC）共六個央行。六國央行總

美國中央銀行尚在積極研究是否發行「數位美元」
美國中央銀行目前正在積極研究並斟酌是否將發行

裁也預計於今年四月中旬，首次召開會議研究CBDC（央
行數位貨幣）發行之協調及影響。

「數位美元」一種新的加密貨幣的計劃。剛卸任美國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主席的 J. Christopher Giancarlo最

瑞典已開始測試「電子克朗」

近發起了非營利智庫「數字美元基金會」（Digital Dollar

瑞典央行（Riksbank）表示，該國已開始測試「電子

Foundation），專注於如何創造一種數字美元。即「國家

克朗」（E krona），這讓瑞典一躍成為目前世界上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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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的國家。
早在2017年，瑞典央行就已經注意到近年來現金使用
率快速下降的情況，並開始致力於開展電子克朗的試點計
劃。去年12月，瑞典央行更宣布，其正計劃與知名管理諮
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合作，為發行電子克朗打造一
個試驗平台。目前瑞典的許多商店甚至已不接受紙鈔和硬
幣，眾多零售商都貼著標語，表明不接受現金付款。
縱然目前尚不清楚電子克朗將於何時推出，但根據瑞
典央行官網，未來用戶將可以將電子克朗存放在瑞典央行
帳戶或者數位錢包中，並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進行支付、
存款和取款等操作。此外，所有使用電子克朗的交易行
為，都將會是可追溯的。
瑞典央行行長Stefan Ingves就曾認為，臉書Libra已成
為全球央行改革和反映數位時代的動力。

由於Facebook 旗下的虛擬貨幣計劃「Libra」不斷受到
各國政府質疑跟挑戰，認為這種跨主權的合成全球貨幣可
能會顛覆全球金融體系，進而威脅到大眾隱私並讓洗錢更
為猖狂。
在如此高度壓力之下，據聞Facebook正在調整 Libra

巴哈馬央行將於今年下半年，推出央行數位貨幣

的發行架構，其分散式帳本跟錢包除了支援自己的 Libra

去年5月，巴哈馬央行正式與NZIA.io簽署一份協議，

token 之外，還會同時支援美元、歐元的數位法幣，大大

宣布將共同推進和實施「Sand Dollar」計畫，為巴哈馬構

降低其「超國界貨幣」的寡占性。

建首個央行數位貨幣。2019年12月，巴哈馬央行於官網上

根據Cointelegraph報導，為安撫監管單位，並尋求

宣布，即將於埃克蘇馬島（Exuma）試行「Sand Dollar」

更多機構支持，Facebook將開發一個與多種法幣（如美

計畫，並強調，這些Sand Dollar將被視為數位法定貨幣，

元、歐元等）掛鉤的數位貨幣。而新數位貨幣，將透

期盼未來可以透過Sand Dollar，優化支付系統、削減貨幣

過Facebook的數位錢包Calibra來提供，屆時用戶將可在

印刷成本，從而達到普惠金融。

Calibra中使用數位貨幣及法幣進行交易。

根據Cointelegraph援引The Tribune報導，今年2月，巴

此外，Facebook也希望未來能在WhatsApp和Messenger

哈馬央行總裁John Rolle證實，巴哈馬央行將於2020年下半

上提供Calibra服務。儘管推出Calibra的時間被延遲到了

年，推出央行數位貨幣。

10月，但Facebook仍然希望屆時能夠同時推出Calibra和
Libra。

Facebook發布新型加密數位貨幣「Libra」

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最近警告美國國會

2019年6月，美國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聯合二十多個

稱，如果該公司的Libra項目受阻，那麼中國可能在金融創

合作夥伴，共同發布了新型加密數位貨幣「Libra」（天秤

新和全球影響力方面超過美國。他說：「中國正在迅速採

幣）的白皮書。其「穩定幣」的設計，以及試圖打造超主

取行動，將在未來幾個月推出類似概念。」

權全球貨幣和提供金融基礎設施的宏大野心，引起了各國
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恐慌和關注。

各國中央銀行須面對的課題

臉書推出Libra的初衷，是為全球創造一款單一數位貨

各國央行自行發行數位貨幣，是科技進步的必然，但

幣，允許沒有銀行帳戶的全球17億人口不管身在何處，都

對現有金融體系，自然也有無比的衝擊，這全新金融風貌

能以極低的成本匯款，像傳送簡訊一樣容易。

的規劃、設計及因應，都是中央銀行須面對的課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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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藏書家族

打造台灣成西洋古籍典藏重鎮
藏書超過150年的「澄定堂」家族，從第四代Jason Dou開始，啟動把西文藏書寄存或捐贈兩岸
國家圖書館、故宮的計劃。自2018年起，澄定堂陸續寄存大量西洋古籍善本於台灣故宮及各大圖書
館，台灣將因此成為西洋古籍典藏重鎮。
北國家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這兩年都收到重

國外學者就會來做研究，就願意跟亞洲的圖書館、博物館

要的西洋古籍善本。1802年拿破崙取得第一共和終

合作，才聯繫台大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

台

身執政，之後稱帝的正本，以及1871年達爾文《人類的由

在歷經雙方的了解與信任後，進行正式簽訂寄存協

來》第一版，如今分別存在台北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

議。專家表示，「寄存」有別於「捐贈」，原擁有者如果

以下同）、高雄市立圖書館。此外，去年11月在敦南誠品

有需要，未來仍可收回。但對國圖來說，能有機會展示這

書店展出的《齊瓦哥醫生》打字複寫原稿、盧梭論女權的

些珍貴的藏書，讓台灣學者就近研究，或吸引海外學者來

手稿、托爾斯泰親筆書信等重要文件，都是向國際知名的

台，都是很好的事，有助於知識的推廣。

珍本書收藏書齋堂號「澄定堂」借來的極為珍貴的展品。

2020年預計再寄存200多種文豪手稿
為推廣古籍知識、豐富台灣館藏，來自美國，收藏古

國際重要華人收藏家族
「澄定堂」為一海外華人家族所建立的書齋堂號，為

書超過百年的華裔家庭「澄定堂」，在2018年底將40種、

國際重要收藏家族，自19世紀中期開始有計畫地購藏西洋

60冊手抄本與善本書寄存至台灣國家圖書館，包括消失

古籍善本，目前藏量合計約有800種、3400餘冊，主要為

200年、拿破崙1802年自封為第一帝國皇帝的「正本」。

15至19世紀之抄本、搖籃本至啟蒙運動等諸多重要典籍和

裡面不僅可以看到當時法國內政部長的簽名，也因為當時

名人手稿，版本珍稀且精美，雖經兩次大戰，藏書自波蘭

拿破崙親自裝框，因此封面可以看見拿破崙的家徽老鷹。

輾轉至美國，顛沛流離，然保存大體完好，過去也曾借出

2020年預計還會寄存200多種文豪手稿。這些書每種都需

收藏給法國國家圖書館繆塞、大英圖書館展等。

要做文物分級，才能編目造冊。第一批花了一年剛編目

兩次世界大戰時，澄定堂藏書由歐洲輾轉移到美國，

完，可以供外界使用。

原本想把藏書捐給美國普
林斯頓圖書館，但希望亞

故宮成為全世界第一同時擁有中西最偉大百科全書

洲能富強，因此將書帶

一同寄存在國圖的重要收藏，還包括1623年莎士比亞

回，有好的文物，優秀的

全集首度集結成冊的《第一對開本》、笛卡兒1637年首版
的《談談方法》、培根1620年的《新工具論》第一版等。

▼

「澄定堂」第一批寄存國圖的

文物，就是1802年法國第一共和

2020年更計畫捐贈西方第一套百科全書《狄德羅百科》給

時，全民公投同意拿破崙終身執

故宮，讓故宮成為全世界第一同時有中西最偉大百科全書

政的文件正本。全世界僅有一

的圖書館（故宮已經有中國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

件，將成為國圖的鎮館之寶。封
面四角的老鷹，就是拿破崙的家
徽。（邱劍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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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
Jason認為，透過國圖逐步的寄存，好的文物就有可

能吸引好的研究者來亞洲做研究，創造出更多的知識。譬

目前，「澄定堂」已收藏了38種，1450∼1500年間西

如：故宮有《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些是中國的

方剛用印刷術時的搖籃本（之前的書都是手抄本）；16世

百科全書。

紀啟蒙時期800多種古籍，共3400多冊；還有手稿與抄本
1200多種。「澄定堂」也在試水溫，捐贈大陸國圖四種西

澄定堂，出自論衡與楞嚴經
「澄定堂」超過百年的藏書故事，其實是一部跨越中
國、歐洲戰亂、美國的華商生命史。澄定堂藏書第一代為
從事中國瓷器貿易的徽商。19世紀中葉，當胡雪巖領導的

文古書，等待中國大陸條件更成熟，這些藏書的命運可以
確保之後，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我的一生，就是希望這些藏書可以有好的歸宿，讓
我了無牽掛，那就是我這一生追求的，」Jason說。 華

徽商稱霸中國，同樣是徽商的Jason曾祖父從事中國瓷器貿
易，移民到當時的華沙大公國。
為了提升中國人在西方社會的地位，同時也因與顧維
鈞、胡適及洪鈞等人來往，進而有了瞭解及收藏西方學
術歷史文獻的念頭。書齋堂號由時任大清出使德國欽差大
臣洪鈞所取名。典故出自王充《論衡》自紀篇「其文盛，
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又雙關引自佛典
《楞嚴經》「澄淨無穢，定心自得」。

首版的歷史與學術價值無可取代
「澄定堂」的第三代、第四代，都住在台灣。第四代
經營者Jason Dou認為，透過國圖逐步的寄存，好的文物
就有可能吸引好的研究者來亞洲做研究，創造出更多的知
識。
此外，Jason表示，「首版會讓你穿越時空，好像見
到作者，接觸到他最原始的思維。」每一部重要經典的首
版，都是觀念第一次被帶到人類的歷史上，第一次被呈
現。但往往由於觀念驚世駭俗，尤其是顛覆宗教或抨擊時
政，很多書就會消失或被要求大量修改。所以，首版的歷
史與學術價值無可取代。譬如：法國作家波特萊爾的《惡
之花》，被以妨害公共道德及風化罪告上法院，被迫得刪
除6首詩，只有首版是完整的。

藏書讓人真正看到世界歷史的發展
「書是用來閱讀的。在知識上擁有它們（善本），才
是真正擁有他們，」Jason說明其家訓。而Jason是真正的
國際級藏書家，他收了很多首版，這些藏書能讓人真正看
到世界歷史的發展，這就是「澄定堂」藏書之珍貴。

全球莎翁迷、西文學者，都該到台灣
目前在國家圖書館可閱覽的澄定堂藏書精選
書目或歷史文件

特色

法國人民公投支持拿破崙終身執
拿破崙第一共和終身執 政，法國內政部長頒發的原版證
政正本（1802）
書，可視為2年後拿破崙稱帝的序
曲。
1623年，莎士比亞過世後，其36
《威廉‧莎士比亞先生
部劇作才首度集結出版。1632年的
的喜劇；歷史劇和悲
二開本，更新1700處首開本的錯
劇》二開本（1632）
誤。
《聖誕頌歌》裡面的小氣財神，為
狄更斯《聖誕頌歌》首
英國文豪狄更斯傳世最廣的小說之
版（1843）
一。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及 簡稱《人類的由來》，達爾文在書
性選擇》首版（1871）
中首次提出演化的概念。
又譯為《新工具論》，自然科學研
培根《科學新方法》首
究法之父培根，在書中首度提出
版（1620）
「歸納法」。
又譯《社會契約論》，首度提出主
盧梭《民約論》首版
權在民的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
（1762）
濫觴。
笛卡兒《方法論》首版 又譯《談談方法》，名句「我思故
（1637）
我在」的出處。
帕拉第奧《建築學四
從古代到文藝復興的建築學聖經。
書》首版（1570）
科貝格是15世紀德國地區最重要的
《 科 貝 格 聖 經 》
出版家和印刷師傅，買下科隆聖經
（Koberger Bibel）搖籃
109塊雕版在紐倫堡進行印刷，為
本*（1486）
基督教印刷史上的一座標竿。
註：1.古籍多僅限研究者於館內閱覽；圖館未來將掃描上網，方便大
眾閱覽研究。
2.搖籃本（Incunabula）指歐洲活字印刷術發明之最初50年間所
印刷的出版物。此字係拉丁文，原意為搖籃期（Cradles）。
故又稱此時期的出版物為搖籃本。1653年，有位名叫拉伯
（Philippe Labbe）首先使用，日後大家跟著以此泛指最早50年
間的印刷品。搖籃本是世界公認珍本古籍，地位類如中文古籍
善本裡的宋版書，數量十分有限。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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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姓名羅馬拼音「先姓後名」
荷蘭國名改稱「尼德蘭」
1月1日起，日本姓名在轉換為羅馬拼音之時，將採用「先姓後名」書寫順序；荷蘭（Holland）
國家名稱將被停用，正名為尼德蘭（Netherlands）。

1

月1日開始，日本將展開小小的詞語革命：所有官方

Netherlands」（低地之國），以自由風氣聞名，不但允

文件中的日本姓名，在轉換為羅馬拼音之時，都應該

許大麻、安樂死等，連性交易也是合法產業之一。過去

保留原本的順序，即採用「先姓後名」書寫順序。

國際間多以「荷蘭」（Holland）之名稱呼，不過此名
其實是該國地區性的稱呼，為了進一步提升國家形象，

日本姓名小革命，不再跟著西方走
先前，英文文件中的日本姓名，是依循「名在前、姓

當局決定2020年1月起，官方名稱一律改為「尼德蘭」
（Netherland）。

在後」的西方習慣，未來則會變成「姓在前、名在後」，

其實「荷蘭」（Holland）一詞過去主要指的是尼德蘭

為了避免混淆，亦可將姓氏全部使用英文大寫。例如首相

境內的北荷蘭省與南荷蘭省地區，由於這兩個省長期是國

安倍晉三的名字，將從 Shinzo Abe變成Abe Shinzo。這改

家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而且首都阿姆斯特丹也位於北荷

變了長期以來日本人先寫名後寫姓的習慣。日本保守派認

蘭省，「荷蘭」逐漸成了國家的代名詞。在英文、中文、

為，沒有必要為了西方人的方便，而將姓名順序顛倒。近

日文中，均以「荷蘭」稱呼。不過隨著國土擴張、成立聯

期民調中，約59％的日本人支持，在使用羅馬拼音時將姓

合國家「尼德蘭」（Netherland），該國境內其他10省份

氏放在前方。

地區的人民漸漸無法接受這種說法，當局也認為不應該只
宣傳國家一部分地區。

1870年代決定將名放在前方
日本最早是在1870年代決定將名放在前方，出於想要

耗資20萬歐元 重塑國家形象

抵擋西方帝國主義的改革派。改革派認為，唯有放棄來自

荷蘭政府重塑國家形象計劃，為此花費20萬歐元進

中國的儒家家長主義，日本才能保有獨立，因此，日本應

行一系列更新。荷蘭貿易部長西格麗德．卡格（Sigrid

該快速學習西方的一切；使用英語的姓名順序，正是其中

Kaag）宣布，荷蘭更換新的徽標。NL Netherlands使用橙

的一個小環節。

色字母，N和L並列在一起可以看到荷蘭國花鬱金香的圖

隨著當代亞洲一些國家在地緣政治和文化上的崛起，

案。這一徽標有8種語言版本，設計費用達到20萬歐元。

民族自豪感激發，包括姓名書寫順序在內的變革。安倍相

國家官方機構、大使館、大學和各個城市的地方議會從

信，是時候日本應抬頭挺胸並讚揚傳統了。

2020年1月開始就使用這一新徽標。 華

荷蘭正名為尼德蘭 更名又換徽標
2020年1月起，「荷蘭」（Holland）國家名稱將被停
用，正名為尼德蘭（Netherlands）。
荷蘭英文正式國名是「The Kingdom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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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哥窟永久禁止騎象

旅遊網站停售海洋樂園門票
近年動物保護觀念受到關注，許多遊客在東南亞國家的旅遊行程中，選擇「自動放棄」騎大象
或看大象表演。柬埔寨更宣布自2020年起禁止遊客騎乘大象；全球知名旅遊網站Trip Advisor正式宣
告，旗下所有的網站將停止代售鯨豚類景點的相關門票，以期透過自身的覺醒，喚起社會大眾對於
鯨豚保育的重視。
哥窟（Angkor Wat）位於柬埔寨（Cambodia）北部

吳

旅遊網站停售海洋樂園門票

暹粒省，1992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

每年的9月至隔年3月，是日本一年一度令人心痛、無

文化遺產名錄，這個古老的名勝古蹟，每年吸引大量外國

奈且憤怒的獵豚季。在和歌山縣的太地町港，漁民們會在

遊客到此旅遊。2018年全年共吸引超過600萬人次到訪。

海中拍打船下的金屬桿形成「音牆」，並利用海豚的回聲

其中有許多遊客會選擇騎乘大象，繞行廣大的吳哥窟園

定位將海豚引進當地的淺灘港灣中，眾多順著洋流游經此

區。

地的海豚，會遭漁民大量屠殺，就連許多日本人都諷此地

在柬埔寨騎大象不如泰國盛行，不過在當地最多的

為「海豚地獄」。

大象位於吳哥窟古蹟群內的巴肯山與繞行巴戎寺（Bayon

為了終止如此令人難堪的惡習，全球知名旅遊網站

Temple，俗稱大吳哥）的路線，其中，巴肯山是當地賞日

Trip Advisor正式宣告，旗下所有的網站將停止代售鯨豚類

落的熱門景點。

（whales, dolphins, and porpoises）景點的相關門票，以期透

但由於2016、2018年分別有2隻大象因載客過勞而

過自身的覺醒，喚起社會大眾對於鯨豚保育的重視。

死，動保團體努力奔走，希望杜絕大象過勞死的悲劇。

Trip Advisor是全球非常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國際性旅遊

柬埔寨當局終於決定2020年起全面禁止在吳哥窟公園騎大

評論網站，透過全球的評價，讓旅客有更鮮明的選擇指

象。原本在景區內的14頭大象將全數移至保育區，安享退

標。而這次獨特的創舉，不僅是對海洋保育盡了極大心

休生活，遊客仍可到保育區觀賞大象並拍照。這項法案也

力，以該企業在旅遊業上的規模和影響力，勢必對門票銷

被動保人士視為一大勝利，也成為禁止遊客騎乘大象的首

量會有所衝擊，更從觀念上的覺醒，讓如此荒謬的活動消

例。

失。

至於柬埔寨大象的地位，其實也能從吳哥古蹟群看出

2016年，Trip Advisor率先啟動動物保育的福利政策，

端倪。大家熟知的吳哥窟（俗稱小吳哥）、巴戎寺（俗稱

並停止銷售針對被豢養的野生動物旅遊門票；2018年，任

大吳哥）等，都是吳哥王朝建置的，除了石雕上紀錄大象

何跟瀕危動物有關的表演門票也全數禁止；如今，範圍正

成為國王的交通工具、打仗時的座騎，或是搬運石塊的重

式擴大到海洋鯨豚類，「我們將終止與此類相關設施的所

要功臣等。雖然當時國王也把大象當作「玩樂」的對象，

有其他商業合作關係。」預料在2019年底之前，全球所有

透過大象互鬥而選擇座騎，因而有鬥象台的出現，但是周

相關的產品都會被刪除。

圍仍有滿滿的大象石雕，讓現今人們了解大象在當代的重

Trip Advisor表示，鯨豚是具有高度社會化又高智商的

要性與需求性。現今當我們走在各古蹟群時，不妨可以透

動物，牠們生活的自然環境是無法透過人造泳池模仿的。

過旅遊說獲當地導遊介紹，在古蹟群中，一試走在大象專

我們希望目前被囚禁的這些鯨豚，是被豢養族群們的最後

屬通道的樂趣。

一個世代。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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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佳育兒國度
丹麥排名第一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調查結果顯示，「全球最適合撫養孩子的國家」不是教育系統最
發達的美國，而是北歐的丹麥。北歐的瑞典、挪威緊隨丹麥，分列第二、三名，加拿大和尼德蘭則
分列第四、五名。
國的新聞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美

國的育兒環境並不算好。

AND WORLD REPORT，以下簡稱「美國新聞」）

今年韓國排在第26名，與去年在80個國家排名第28的

發布「2020年最佳國家（Best Countries Report）」排行

名次相比並無大的變化，比GDP規模不到韓國（4.329萬美

榜顯示，全球最適合撫養孩子的國家是丹麥。根據歐盟

元）一半的巴西（1.6146萬美元）還低了一個名次。日本

（EU）官方網站Europa的內容，丹麥實施的「父母休假制

繼去年之後，今年仍排在第19名，領先於韓國。

度」是歐洲國家最好的育兒休假制度。該制度規定，新生
兒的父母分別可以享受52周的育兒休假，女性在生產前還
可以享受4周產假。

英國脫歐，拖累排名
英國在這份年度報告中排名第11位。英國的公共教育
（9.6分）和醫療體系（9.4分）得分較高，僅略低於丹麥

北歐國家包下最佳育兒國度前三名

的9.9分。但英國在收入平等方面得分較低，僅為2.6分，

北歐的瑞典、挪威緊隨丹麥，分列第二、三名，加拿

而丹麥為9.2分。這意味著許多兒童仍然出生貧困，不像斯

大和尼德蘭則分列第四、五名。是什麼因素讓北歐國家包

堪的納維亞國家。英國在政治穩定方面的得分為5.4分，這

下最佳育兒國度前三名呢？最重要的是北歐國家對人權高

也拖累了英國的排名，作者稱英國脫歐是主要原因。

度關注、友善的育兒氛圍、落實平等主義以及完善的公共

他們在這份由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教育設施，再加上對父母雙方都有著極為慷慨的育兒假制

Pennsylvania）自2016年以來每年完成的報告中寫道：「隨

度，成為全球所有爸爸媽媽們一心嚮往的育兒夢幻國度！

著政府計畫在今年批准英國退出歐盟，英國在全球舞臺上

丹麥因其「慷慨的產假和陪產假政策」，以及免費的

的角色面臨新的問題。」「英國脫歐進程需要數月甚至數

醫療和教育，被譽為組建家庭的最佳地點。瑞典和挪威因

年的時間來談判新的貿易協定和其他條約，這也對歐盟的

其健全的社會保障計畫和低犯罪率而被稱讚為家庭友好型

未來提出了新的問題。」

國家。
《美國新聞》的高級資料編輯麥克菲力浦斯（Deidre

向全球73個國家的2萬名市民調查

McPhillips）說：「這些國家往往有慷慨的產假和產假，

這是《美國新聞》與號稱美國頂級商學院之一

提供免費的學前教育，並有良好的整體公共教育體系。」

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此外，麥克菲力浦說：「在安全指標方面，美國落在了後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國際廣告營銷公司《麥迪遜

面。在這方面，美國實際上排在第32位。當然，這確實影

邦（VMLY&R）》合作，每年面向全世界73個國家的2萬

響了它在撫養孩子方面的評分。」

名市民實施的多項調查之一。決定育兒環境的因素包括人

美國的育兒環境在全球僅排第18名，雖然美國擁有最
發達的教育系統，但從育兒的重要因素條件綜合來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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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家庭紐帶、性別平等、收入差距、安全、公共教育體
係、醫療體係、幸福指數等八個指標。 華

s

美國紐約州正式執行
「塑膠袋禁令」
美國紐約州從3月1日起，開始實施塑膠袋禁令，零售店將不再向消費者提供單一購物用途的塑
膠袋，在規定下，商家將只可以向消費者有償提供可重複使用的袋子，例如紙袋。

國 紐 約 州 禁 塑 令將於今年3月 1日正式生效 ，超

美

商家或個人所保留的單一用途的塑膠袋也不可亂扔，

市、零售店等將不得再向顧客提供一次性購物塑

紐約州《紐約州塑膠袋減少，回收和再利用法案》（NYS

膠袋，取而代之的購物紙袋則需收費，只有使用糧食券

Plastic Bag Reduction, Reuse and Recycling Act），個人留下

（SNAP）、嬰兒奶票（WIC）的低收入顧客可免；違規

的一次性塑膠袋及其他塑膠製品，不可歸納在住宅可回收

提供塑膠袋的商家在首犯警告後，再犯被發現，將罰美金

垃圾中。大型零售店則需在店內設立專門的塑膠回收箱。

250元，此後一年內累犯每次將罰款美金500元。

隨意亂丟的塑膠袋，將對野生動物生存造成威脅。

禁用一次性塑膠袋

紐約州一年消費掉230億個塑膠袋

去年通過的「減少塑膠袋法案」（Bag Waste Reduction

根據「紐約州塑膠袋工作組」（New York State Plastic

Law）規定，自今年3月1日起，全州禁止向顧客提供一次

Bag Task Force）的最新研究報告，紐約州及紐約市一年分

性塑膠購物袋；不過超市中打包鮮肉、鮮魚、海鮮、家禽

別消耗230億及100億個塑膠袋；紐約市府一年花費在處理

的塑膠袋、裝散裝食品時常用的連卷塑膠袋、報紙袋、垃

塑膠垃圾上就達1200萬元；一般的一次性塑膠袋，難以完

圾袋、食品保鮮袋等塑膠製品，不在禁止範圍內。

成生物分解，影響農業發展，威脅野生動物生存，隨垃圾

另外，餐館、酒館以及食品供應商，打包食品或送外

填埋佔用土地，回收再利用的難度也十分大。

賣時也仍可使用一次性塑膠袋，乾洗店和洗衣店使用的塑

目前，紐約市衛生部門（DSNY）面向全市五區展開

膠收納袋及防塵罩、藥房的塑膠處方藥瓶，也仍可繼續使

活動，向紐約民眾免費發放10萬個可重複使用的袋子，這

用。

些袋子90％是回收材料。

這份塑膠袋禁令的目的是減少一次性塑膠袋的使用，
鼓勵人們攜帶可重複使用且環保的袋子。消費者仍然可以

加州是全美首個立法禁用一次性使用

自行攜帶包括薄膜塑膠（film plastic）在內的各類材質的

塑膠袋

袋子前去購物。但州府更鼓勵民眾選擇環保材料製成的袋
子，例如方便清洗和用途廣泛的布袋。
紐約州府也規定，紐約州內的商家，在提供紙袋時，

加州州長布朗2014年9月30日簽署法
案，從2015年7月1日開始，該州零售賣
場、雜貨店與藥房，將不准提供一

可向需求紙袋的消費者收取每個紙袋0.05美元的費用。

次性使用塑膠袋，改提供紙袋或可

根據塑膠袋禁令，每個紙袋收取的0.05美元將上交，其

重複使用的塑膠袋。之後紐約、

中0.03美元將歸紐約州環境保護基金會（Environmental

康乃狄克、德拉瓦、緬因、奧勒

Protection Fund）；剩下的0.02美元歸於地方政府，以為民

岡與佛蒙特等州也進行類

眾發放免費可重複使用的袋子。

似立法。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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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限塑令」
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中國正加大力度，減少外賣餐盒和快遞包裹包裝產生的塑膠垃圾。研究發現，2018年中國特大
城市增加的垃圾中有93％來自快遞包裹。
國14億人口，塑膠廢棄物很可觀，中國政府在12年

中

物」下，一天就運送了10億個包裹。

前（2008年）下令，商場不得提供免費的塑膠購物

過去，中國在全球塑膠和回收行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袋，希望能夠減塑，但成效有限；加上近十年電商崛起，

角色。自2018年，中國宣佈停止進口塑膠垃圾後，擾動了

大陸民眾愛網購，塑膠包裝需求激升也成了一大污染源。

從美國到印度的回收市場。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生態環境部於1月宣佈

2018年中國生產了6,040萬噸塑膠。

減少一次性塑膠使用的政策《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見》，全面升級限塑令，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禁止

2008年限塑禁令成效不彰

或限制一次性塑膠產品，今年底前要完成的目標，包括不

此次出臺的新規成為中國自2008年以來最全面的限塑

得使用一次性塑膠吸管、部分餐廳禁止使用一次餐具，北

法規。2008年時，中國政府宣佈禁止在零售市場發放免費

京和上海等地區，商場和餐飲打包都不能使用不環保的塑

塑膠袋，並禁止生產超薄塑膠袋，監管重點是購物中心和

膠袋。

食雜店。2008年限塑令生效後，研究顯示中國的塑膠袋使
用量有所下降，但由於執法鬆懈以及消費者購買塑膠袋的

2025年要大幅減少塑膠生產和使用
到了2022年底前，北京、上海、江蘇和廣東等地區的

成本較低，限塑令的效果有限。此外，餐飲外賣和包裹遞
送業務也迅猛增長，催生了對塑膠包裝的更多需求。

郵政快遞，將率先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膠包裝；同時
全中國的星級飯店，則不再主動提供一次性塑膠備品。在

2018年電商和快遞行業產生85萬噸塑膠垃圾

2025年前，大幅減少塑膠的生產和使用，因此從現在算起

據中國國家郵政局公佈的資料，過去四年，中國快遞

的5年內，除了限塑，也要推廣對環境友善的替代品，以

包裹數量增加了兩倍多，2019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

及強化企業綠色管理責任、建設可循環包裝的跨平台營運

累計完成635.2億件，相比之下，2015年為206.7億件。綠

體系，並且鼓勵綠色設計，讓塑膠製品更能夠被回收和利

色和平組織在2019年11月發佈的報告指出，2018年中國特

用，提升綠色產品供給。

大城市增加的垃圾中有93％來自快遞包裹。在2018年，電
商和快遞行業產生了大約85萬噸塑膠垃圾。

電子商務和食品外賣行業盛行，增加塑膠垃圾
近年來，中國政府已加大努力減少廢物和污染，推出

線上零售巨頭積極配合綠化政策

了垃圾分類和停止進口「洋垃圾」等措施。但隨著電子商

線上零售巨頭阿里巴巴和美團點評均表示，正在敦促

務和食品外賣行業的蓬勃發展，不只大都市，農村地區使

平臺上的商家實現「綠色」化。比方說，阿里巴巴鼓勵賣

用塑膠產品的狀況也有所增加，使中國的塑膠垃圾大幅增

家儘量減少塑膠的使用，並回收和再利用包裝材料。美團

加。線上購物中使用的大量塑膠包裝成為大宗污染來源，

點評表示，如果用戶在點外賣時放棄使用一次性筷子或勺

像是阿里巴巴的1111購物節，在24小時的「馬拉松式購

子，平臺會向他們發放虛擬積分。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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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家24小時營業書店
敦南誠品書店將於5月熄燈
台灣敦南誠品書店將於今年5月31日熄燈。它是許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的記憶，也是許多外國人慕
名而來的知名地標。
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先生曾說：「誠品是台灣社會

誠

「誠品是台灣人在這時空的集體創作，也讓台灣能走

的集體創作。誠品假若有任何精彩，那完全是讀者

出去，被全球看見。」誠品敦南24小時經營在全球被傳開

與整個城市文化共同成就的。」

來，包括紐約時報、CNN、BBC的報導等，全球各大媒體
都報導台灣誠品書店，這也讓台灣走出去，被全球看到。

讓台灣能走出去，被全球看見
1989年3月12日，台北仁愛路圓環邊，一間質感高雅

今年5月31日熄燈

人文藝術專門書店—「誠品書店」開幕了。充滿優雅文藝

敦南誠品是全球首家 24 小時書店，自 1989 年創立，

氛圍的「誠品」一開幕，便造成台北文化圈轟動。當時台

陪伴讀者 30 餘年，是許多台北人夜間駐足的空間，也是

灣社會處在剛解嚴的氛圍中，誠品因此主張「自己的土地

許多外國人慕名而來的知名地標。由於租約到期，敦南誠

自己疼惜，自己的文化自己耕耘」。每間誠品書店也因此

品確定在今年 5 月 31 日熄燈。誠品集團指出，會另覓新

發展出各自不同的模樣。

地址，延續 24 小時書店的傳統。 華

敦南誠品書店十年暢銷書TOP10
（2009年10月至2019年10月）
TOP1
TOP2
TOP3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1949 年，是國民政府遷台的那年。在本書中，龍應台藉由多方史籍資料跟訪談，以文學角度撰寫，
讓讀者透過故事理解國共內戰年代，是如何顛沛流離。

2007 年出版的《祕密》，橫掃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的排行榜第一名。書中透過 24 位導
師談論關於「祕密」的故事，讓讀者學習技巧，知道自己將有能力去擁有，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作者岸見一郎以對話形式，深入淺出地講述心理學三巨頭之一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
《被討厭的勇氣》 觀點。阿德勒相信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不應該為他人的期待而活，「課題分離」是書中最令人有
收穫的內容。
《祕密》

TOP4

S.J.華森的第一部小說。此書主題探討失憶症，「是一本驚悚小說，也是愛情故事，想探討失去和認
《別相信任何人》 同的問題，希望讀者能進而思考有關記憶和經驗的議題。」本書全球銷量突破400萬冊，更創下台北
市立圖書館預約借閱人次破千、最長需等待3萬天的驚人紀錄。

TOP5

《台灣不教的中國 此書 2011 年出版，歷史評論家公孫策在推薦序中指出，這是一本寫給日本人看的中國近代史。他點
近代史》
出，作者在書中敘述很多中國、日本、台灣都刻意不提的事。

TOP6

《解憂雜貨店》

TOP7

《有錢人想的和你 書中並非教你如何投資理財，而是培養你如何用有錢人的思維看待事情，讓你逐一檢視有錢人跟窮人
不一樣》
的思維方式有何不同，進一步建立能讓自己致富的想法。

TOP8

《跟任何人都可以 作者是國際知名的人際溝通權威，書中提供近百個說話小技巧，讓讀者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跟任何人說
聊得來》
上幾句。

TOP9

《正義》

TOP10 《超譯尼采》

東野圭吾的文字，一直都受許多日本人、台灣人喜愛。本書可說是「療癒系小說」，書中以一間會幫
人解憂的雜貨店為主軸，用一篇篇故事串聯過去與現在，會讓人不自覺把書看完。

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他在哈佛開設「正義」課程，以互動式
教學著稱，用思辨的討論方式為學生帶來許多啟發。他將課程寫成此書，在全球造成轟動。
尼采是德國知名的哲學家，但本書並非全由尼采所著，而是譯者「超譯」了尼采曾經說過的話。本書
超譯了232則尼采語錄，閱讀節奏較為輕鬆，是一本心靈勵志、啟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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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世界萬象

美國尋職報告大公開
教育、醫療及科技業職缺最多
美國今年找工作的最佳城市是北卡羅來納州首府洛麗（Raleigh）；50個最佳工作中，前七名職
業都屬於科技工作；在家上班的商業分析師薪資，每月高達11.9萬美元。想知道該如何選擇?就請趕
快看下去。
據招聘網站「玻璃門」（Glassdoor）最新報告，針

此技術類求職者不必非要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在其它公

對美國各大城市的失業率、就業率、生活開銷及其

司也可獲得就業。

依

他因素等分析發現，今年找工作的最佳去處都落在中等規

今年榜單上名列榜首是前端工程師（Front-end

模城市；第一名為北卡羅來納州首府洛麗（Raleigh），光

engineer），擠下數據科學家，數據科學家自2016年以來

是今年1月在「玻璃門」網站上就有逾5萬2000個職缺。

每年均被評為Glassdoor最佳工作榜首。根據Glassdoor的數
據，前端工程師擁有超過13,000個職位空缺，幾乎是數據

美國找工作最佳地點，北卡羅來納州洛麗

科學家職位空缺的兩倍。此外，產品經理排在第四位；而

Glassdoor報告指出，目前在洛麗最多職缺的產業分別

產品設計師和Sales force開發人員獲得最高工作滿意度得

為教育、醫療及科技業，該地有全美最大的研究區，不

分，為4.2；需求排名最高的是軟件工程師，職位空缺為

但教育界職缺多，也為當地企業提供大學畢業的人才。

50,438，整體排名第七。

科技大廠IBM、筆電品牌廠聯想（Lenovo）和電信業巨頭
Verizon，在洛麗當地的發展都相當快速，同時也在這些中
等大小的都會區增加許多工作機會。

商業分析師每月最高薪資11.9萬美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少企業打工陸續開始進行在

該調查顯示工作機會最佳城市排名為：洛麗、

家工作（Home Office）。據外媒《CNBC》報道，美國有

匹茲堡、印地安納波里斯（Indianapolis）、曼菲斯

不少領域的工作不斷增加在家上班的機會，其中商業分析

（Memphis）、克里夫蘭市、聖路易、哈特福（Hartford）、

師的月薪，更可賺高達11.9萬美元。

伯明罕（Birmingham）、辛辛那提市、底特律。

提供最多在家上班機會的是經濟學及數學領域，職位
包括：精算分析師、數據科學家、商業分析師等。其中高

全美2020年50個最佳工作，前七名職業都屬於科技工作
招聘網站Glassdoor年度報告顯示，在全美2020年50個

級商業分析師平均月薪為8.9萬美元，打工需要與團隊合
作、開發新指標，以及4年以上的相關專業分析經驗。

最佳工作中，科技類占20個，且排名前七的職業都屬於科

據美國薪金調查機構Payscale的數據顯示，較熱門

技工作。過去20年，大型科技公司呈爆炸式增長，科技工

招聘該工作崗位的公司包括美國電訊商威訊（Verizon

作在榜單中占據主導地位也就不足為奇。根據公司財務報

Communications）、亞馬遜、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

告，美國五大科技公司—微軟、蘋果、亞馬遜，Alphabet

等。亞馬遜的商業智能分析師月薪更高達11.9萬美元。

（谷歌母公司）和Facebook，在2000年至2018年之間，僱
用了超過100萬人。
另一方面，因所有行業的企業都需要具有技術背景的
員工，以便在競爭日益發展的技術世界占據一席之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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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上班可以節省上、下班時間，以及多項開支
如購買工作服飾及車資等。據遙距辦公研究網站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表示，目前美國有超過400萬人已實行
在家上班。 華

2019德國冰酒
全年無收
德國葡萄酒協會（DWI）宣布，「2019年德國的13個冰酒產區中，沒有任何一區達到葡萄結凍所
需的溫度—零下7度C。」這等於宣告，2019年德國的冰酒「全年無收」，這是自1830年以來的史上
第一次。
國葡萄酒協會（DWI）表示，由於2019年德國平均

德

鑑，尤其受到高端市場追捧。採收全看老天臉色，加上釀

氣溫為10.3度C，異常暖冬造成葡萄無法維持結凍

酒工藝繁複，風味豐富的德國冰酒也成為釀酒師與品酒家

狀態，德國13個釀酒產區沒有一處達到結凍葡萄所需的

的夢幻逸品。

攝氏零下7度C，因此破天荒沒有冰酒（Ice wine，德語：

在德國的葡萄酒分級制度中，冰酒屬於最高級別的

Eiswein）收成，也令人擔心未來這種甜酒將變成稀有珍

「特優產區酒」（Prädikatswein），必須採用全國13個特

品。

定葡萄酒產區中，天然熟成、且沒有被貴腐菌感染的健康
葡萄，在-7度C以下的冰凍狀態摘採、釀製而成，嚴禁人

2019年份德國冰酒難產 結凍葡萄因暖冬歉收

工冷凍或加糖。

然而受到近年極端氣候的多重衝擊，2019年德國不只

加拿大、奧地利與德國是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冰酒產

迎來史上第二高溫年，異常暖冬更讓德國冰酒陷入「史上

地。儘管奧地利、美國亦有釀產冰酒，近年加拿大更得利

第一次全年無收」的窘境。隨著氣候持續暖化，產量本就

於氣候條件優勢，冰酒質量與品牌知名度猛進崛起，價格

極低的冰酒恐怕更為稀缺。

也因此相對較低。但作為發源地的德國，其冰酒依然被公

協會警告，若預見未來收成不好，酒農挑戰釀製冰酒

認是最傳統獨具的珍釀名品。

的意願就越低。如果未來數年暖冬繼續下去，本就已稀
少的德國冰酒甚至會更少。目前一小瓶德國冰酒價格約從
20歐元起跳，但更高品質的冰酒可賣到100歐元。目前，

冰酒最早於1829年誕生
根據現有歷史記載，冰酒最早應是在1829年，於德國

最昂貴冰酒生產商的頭銜，屬於德國傳統名莊伊慕酒莊

萊茵黑森葡萄酒產

（Weingut Egon Müller-Scharzhof），是全球公認的「德國

區（Rheinhessen），

雷司令之王」。其Riesling Eiswein冰酒，國際均價約2,480

一處叫多摩罕姆

美元左右（稅前）。

（Dromerheim）的小
村落醞釀誕生。當時

德國冰酒成為釀酒師與品酒家的夢幻逸品

正值隆冬寒流，地方

原產自德國的「冰酒」，是國際葡萄酒市場上一期一

的葡萄農人碰巧發現

會的昂貴名酒。在德國嚴苛的葡萄酒規範下，釀製冰酒

葡萄藤上未被採收的

的葡萄必須是天然熟成、在零下低溫冰凍時摘採釀製，以

葡萄，竟然在低溫冰

留住果實裡的高甜糖份。由於殘糖量高，冰酒屬於葡萄甜

凍後更為甜美，之後

酒；但甜味豐富、帶有酸楚果香平衡，酒精濃度則僅有

便將之搗碎、釀製了

7％，常被佐以正餐後的蛋糕、乳酪、水果等甜點小啜品

史上第一支冰酒。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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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交接傳承

丹斯里李金友冀聯盟成為磁鐵力
聯盟創辧人丁楷恩先生辭任執行主席，邀請馬來西亞僑領丹斯里李金友接任，並於2020年1月6
日召開本年度第一次常務主席團會議，舉行交接儀式。
界華商組織聯盟（WFCEO）是世界各地主要華商

世

讓聯盟成為磁鐵力，發揮聯盟影響力

社團領袖，共同為促進海內外華商之間，以及華商

新任執行主席丹斯里李金友為馬來西亞綠野集團創辦

與各地政府之間的交流合作，所建立的重要橋樑與服務平

人兼執行主席。他在事業輝煌成就之餘，對於弘揚中華文

台。聯盟創會18年來，在創辦人丁楷恩創會執行主席的領

化的工作更是不遺餘力。他表示，希望傳承丁楷恩執行主

導下，秉持「結合華商力量，開創華人新紀元」的理念，

席的工作，實現真善緣。未來除了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業，

竭力於促進華商經貿、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為構建團

也將發揮聯盟英文名稱中的Entrepreneurs，透過聯盟推廣

結、祥和的華商世界而獻力。迄今，已在多個領域，展現

創新企業，讓非華人領袖尊重華人，讓本聯盟成為磁鐵

了諸多備受肯定的功能，及其可貴的成果。

力，發揮聯盟的影響力。

功成身退，薪火相傳

新時代、新作為、新發展

丁楷恩創會執行主席為求新時代發展的薪火相傳，於

創辦並帶領聯盟18年的創會執行主席丁楷恩先生，於

去年十月舉行的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幕典禮致辭

上世紀八零年代就為了促進兩岸的交流，奔波於兩岸四

時，正式宣布辭任執行主席，並邀請馬來西亞僑領丹斯里

地，開創諸多歷史性的突破，開啟兩岸經貿合作與協調機

李金友接任。交接儀式於2020年1月6日在常務主席團見證

制的交流大門。之後，他更結合海內外華商及專家學者的

之下，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印信由卸任的丁楷恩執行主席移

力量，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與發展，辛勤付出，做出了

交給新任執行主席丹斯里李金友手中。聯盟創辦人丁楷恩

積極的貢獻。同時，也為促進海內外華商的交流合作，盡

先生，改任創會執行主席，繼續關懷與輔助會務的發展。

心獻力。

本次常務主席團會議決議將結合海內外華商力量，投

他在交接儀式致辭表示，深信聯盟今後在李金友執行

資、籌建世界各地華商立足粵港澳大灣區之國際營運中

主席的領導下，不但能夠繼往開來發揚光大，而且能夠在

心，並通過籌組大健康產業機構，推動大健康產業的發

這個新時代裡，有新的作為，新的發展。 華

展。另外，決議加強促進產學合作，推動新創及青創產發
展，擴大粵港澳大灣區與全球華商的交流合作。

▼新舊任執行主席、與
會常務主席團及秘書處
工作人員全體合影。

▲在常務主席團見證之下，世界華商組織聯
盟印信由卸任的丁楷恩執行主席（左）移交
給新任執行主席丹斯里李金友（右）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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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決策果斷．完美抗疫
新冠疫情自一月中於武漢爆發後，相鄰地區都嚴正部署，深怕疫情蔓延至當地。其中以澳門特
別行政區對疫情的快速掌控及果斷決策，獲得稱許。
門於1月22日確診首宗新型肺炎個案。澳門新任特

澳

及教職員工的健康，避免人群聚集，防止疫情進一步蔓

首賀一誠於當日隨即宣布成立應變協調中心，並與

延，各高等院校、中、小、幼學校的開課日，以及私立補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高級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會面，鍾南山

充教學輔助中心、持續教育機構開始運作的日期，將再向

指出，澳門人口高度密集，酒店數量多，加上農曆年旅客

後延遲，並於復課前一周公布正式的復課安排。

到澳門，建議澳門加強與廣東省協作，嚴防輸入「超級傳
播者」令疫情擴散，同時強化醫院及醫護人員防護措施。

果斷關閉博彩業，暫停運作半個月
由於第九例確證病例在博彩企業工作，為防止武漢肺

入境限制措施
隔天澳門與珠海市召開聯防會議，兩市人員往來頻

炎疫情擴散，澳門特首賀一誠宣佈，自2月5日起對博彩業
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

繁，雙方同意兩地的出入境部門實施出、入境測溫措施。

賀一誠說為了澳門居民健康都要做，強調澳門仍然能

1月27日起，所有來自湖北省及赴澳門前14天內曾到湖北

夠承擔經濟損失，但一旦在澳門爆發，經營環境會更差，

的人士，入境澳門必須出示具由合法醫療機構發出的未感

希望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暫停營業15天後，澳門博彩娛樂

染新冠病毒的醫生證明書，並經衛生局人員核實確認。

場所已於2月20日零時重新開業。
此外，賀一誠表明不會全面封關，即關閉當地往來大

2,000萬個口罩，讓澳門免除口罩之亂

陸之間的所有關卡。

面對疫症威脅，澳門政府於1月23日宣佈，當地居民

他說，澳門的生活品、鮮活產品全部來自大陸，當地

可憑身份證，以成本價澳幣八元購買口罩，每人每10天

大批清潔員工、保安員等也都在大陸珠海居住，如果全面

可到指定商店購買10個，確保每名市民每天可使用一個口

封關，影響巨大，政府不能不理後果地全面封關。

罩。澳門特區政府早已訂購了2,000萬個口罩，供應澳門市
民使用。且持續觀察市場上口罩的供應情況，並積極增加

澳門居民很安心，對政府更有信心

澳門市場的口罩供應量。除了口罩外，澳門政府也持續準

澳門自2月4日第十例確診後，直到3月15日才又出現

備其他醫療物品。在全球疫情爆發區域，口罩難求之際，

第11起個案。之間40天內沒有新增確診病例，完美防疫，

澳門政府的當機立斷，讓澳門居民安心。

令人鼓舞。

為避免人多聚會疫情容易蔓延，澳門政府呼籲澳門各

如澳門居民表示，澳門政府在抗疫和防疫方面應對做

戲院和大型表演活動場所暫時停止營業，直至疫情緩和為

的很果斷，特別在實名登記買口罩方面，讓他們很安心，

止，市民如非必要，應減少外出，盡量留在家中，如外出

對政府更有信心。

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應配戴口罩。

大部分澳門居民配合度很高，無論在上街戴口罩和聚
集方面都很配合政府的安排和呼籲。

無限期停課
澳門當局1月30日宣布，因應疫情持續，為保障學生

總括來說，面對此次疫情，澳門居民都相信政府能夠
讓他們的生活盡量不受疫情困擾。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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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塔點亮「中國紅」
為抗擊新冠疫情加油
2月18日下午17點30分，日本東京塔攜手松山芭蕾舞團、除夕夜點亮中國紅執行委員會，再度以
中國紅點亮東京塔，為中日兩國攜手抗擊疫情加油打氣，為中國、日本祈福，為人類祈福。
難見真情。近期在疫情下，中日相互加油打氣、捐

患

域，風月同天」八字，引發關注。繼去年除夕點亮東京塔

贈物資，中日民間氣氛變得友好。從日本捐到中國

為中國祝賀新年後，點亮中國紅執行委員會今年再度以中

的醫療物資包裝上，除了「中國加油」，還有「山川異

國紅點亮東京塔，為中日兩國攜手抗擊疫情加油打氣。

點燈主題：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2020年的除夕夜，東京地標性建築東京塔亮起中國
紅，「2020除夕夜東京塔點亮中國紅」執行委員會委員
長、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顏安，攜手華僑華人和日
本友好人士共同祝賀傳統節日春節。山川異域，風月同
天，八個漢字也是這次點燈的主題。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內含典故。八世紀時，唐朝
僧人鑒真為了弘揚佛法、傳道，曾進行東渡。他自公元
743年開始東渡，但一直受阻，終於在第六次東渡（公元
753年）抵達日本國薩摩的秋妻屋浦。他為當時的日本帶
▲日本知名音樂家大谷康子（第二排右四）與來自湖北的編鐘團員合影
及松山芭蕾舞團所有演出者共同合影留念。第二排右二為執行委員會委
員長、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顏安。

來中國高度發達的文化，創建了以唐律招提為中心的文化
寶庫，贏得日本人民的敬仰。

▼編鐘作為傳統樂器，在中國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本次演奏希望能借
著編鐘之聲為湖北省飽受病毒困擾的人們送去一絲心靈上的慰藉。

編鐘伴奏、舞蹈表演 搭建中日友好交流橋樑
日本知名音樂家大谷康子以來自湖北的編鐘伴奏演奏
鋼琴曲《愛之歌》，融合現代鋼琴與中國傳統樂器編鐘特
點，充滿激情的樂聲響徹東京塔最高層的會場。據主辦方
介紹，編鐘作為傳統樂器，在中國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
本次演奏希望能借著編鐘之聲為湖北省飽受病毒困擾的人
們送去一絲心靈上的慰藉。
同時，松山芭蕾舞團也表演舞蹈，向正在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的中國人民致以深切問候。松山芭蕾舞團由清水正
夫和松山樹子於1948年1月共同創建，是日本最著名的芭
蕾舞團之一。他們以芭蕾搭建起了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橋
樑，成為中日友好的佳話。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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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蒂出席菲華工商總會
呼籲華商協助政府反貪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出席菲華工商總會第11次全國會員大會暨慶祝成立22周
年大會，呼籲菲華商界人士積極支持和配合政府打擊貪污腐敗工作，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
華工商總會第11次全國會員大會暨慶祝成立22周年

菲

是勇於揭露不法人員的惡行。

大會，2月10日晚假座馬尼拉市馬尼拉大酒店大宴

他並表示，無論是在馬尼拉地區乃至全國各地，如有

會廳隆重舉行，大會以「開創商域，拓展機運」（Explore

發現執法部門人員貪腐行為，都可以向他本人以及國會議

business possibilities-growing opportunities）為主題。

員等舉報，他們一定會嚴肅處理並保護舉報人員。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出席開幕式並擔
任主講人，他讚揚菲華工商界人士為促進本國經濟所發揮
的重要作用。同時，他呼籲菲華商界人士積極支持和配合
政府打擊貪污腐敗工作，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

黃拔來：促進工商業發展，支持政府打擊犯罪
菲華工商總會理事長、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黃
拔來在致歡迎辭時表示，近年來，他們努力促進菲國工商
業的發展，並展開職業技能培訓及提供學生獎學金等社會

杜特蒂：勿創造貪腐機會，勇於揭露不法

民生服務上。且為了支持菲國打擊犯罪，捐贈了巡邏車、

杜特蒂總統表示，在座的各位都是舉足輕重的商界精

摩托車、通訊設備、子彈裝置機以及電腦等設備給警察相

英，在經營與發展之際，也要協助政府監督有關部門的貪

關單位。此外，籌集菲幣五百萬，交給中國僑聯用於抗

腐行為，首先是不要給執法部門人員創造貪腐機會，其次

疫。 華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前排中）出席菲華工商總會第11次全國會員大會暨慶祝成立22周年大會，呼籲菲華商界人士積極支持和配合政府打擊貪污腐敗
工作，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前排右二為菲華工商總會理事長、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黃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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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梵蒂岡教廷的外一章

法國

亞維農教皇城

來到亞維農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除了
羅馬的梵蒂岡之外，還有另外一處教皇宮，
也就是天主教教宗的辦公室和居所，這趟南
法之旅才讓我大開眼界，進一步認識了天主
教教廷的歷史。

吳宗錦｜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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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農教皇宮與聖母天主堂，十四世紀時的天主教教廷就設在法國的亞維農。

維農（Avignon）又譯成「阿維尼翁」，地處法國

亞

亞維農的興衰受教廷的影響

南部的羅納河左岸，距離巴黎約580公里，距里昂

從十五世紀之後的中世紀其間，教宗因為義大利境內

約229公里，距馬賽約85公里。亞維農城原是喬安娜一世

戰亂頻繁，常常不得不離開羅馬梵蒂岡，暫居平靜的法國

的屬地，於1348年售給天主教教廷，教廷對亞維農的統治

亞維農，前後歷經九任教宗。天主教教宗之所以選擇法國

延續到1791年法國大革命時，之後亞維農成為法國的一部

亞維農為避居之地，主要原因是由於亞維農的地理位置正

分，現在是法國沃克呂茲省的省會。

處於西班牙、義大利和法國這三個最主要的基督教國家當

十四世紀時，公元1309年教宗克雷芒五世被法蘭西國
王菲利浦四世俘擄到法蘭西王國的亞維農，之後共有七位

中，隆納河又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因此亞維農的興衰
就和天主教教廷聯繫在了一起了。

教宗在亞維農教皇宮生活，直到1378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一

亞維農「教皇宮」始建於公元1334年，佔地約一萬

世才把教廷遷回羅馬梵蒂岡。公元1378年，教宗格列高利

五千平方公尺，是歐洲最大的哥德式建築。教宗帶來的

十一世去世後，樞機主教團選出一位義大利主教繼任教

大批隨從使亞維農在極盛時期達到9萬人口，而教廷為了

宗，就是烏爾巴諾六世。但後來有13位以法國樞機主教為

自身安全還築起城牆防衛整個城市，教居住的「教皇宮」

主的樞機主教團員串聯，宣佈該次選舉無效，並另外選出

更是修築得堅固無比，跟要塞一樣，並僱用重兵把守。教

一名法國樞機主教為新教宗，命名為克雷芒七世，又回到

皇宮建造在全城最高處，從頂層露台可對周圍情形一覽無

亞維農當教廷，開啟了「天主教大分裂」。梵蒂岡的教宗

餘，易守難攻。

烏爾巴諾六世，將克雷孟七世及其追隨者處以破門律，宣

教廷在亞維農期間，歐洲正處在混亂的中世紀時期，

布掃地出門，把他們逐出天主教會，並成立了自己的樞機

生活條件粗鄙不堪，因此教皇宮內部完全沒有豪華舒適的

主教團。兩位教宗分別在羅馬梵蒂岡和法國亞維農聚集自

裝潢，舉目所見都是陰冷堅硬的石頭，與十六世紀以後才

己的勢力，造成天主教大分裂。各地的天主教會為服從哪

改建的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無法相比。但是天主教教廷還

個教宗而分成二派，這次分裂由教會的內部事務，變成國

是在此營造教皇宮殿、修築城牆、修道院及學校等，而使

際性的宗教危機。

亞維農逐漸成為天主教的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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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農時鐘廣場的旋轉木馬。

廳、校園或街頭，都有戲劇、音樂、舞蹈、展覽或研討會

亞維農藝術節已聞名於世
現在的亞維農一年四季都是觀光客喜歡的景點，於

在進行，是一個極為完整的社區劇場。現在亞維儂藝術節

1947年開始每年七月間舉辦「亞維農藝術節」而聞名於

已經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國際藝術節之一，也是各國表演團

世。亞維農藝術節原先是一群人提出了在非劇院演出的構

體及藝術家夢寐以求的演出舞台。

想，他們邀請當時法國巴黎民眾劇院的導演尚維拉來擔任

亞維農時鐘廣場中央設有大型旋轉木馬，兩旁是餐飲

戲劇指導，第一年，在一周之內連推出三齣都由尚維拉擔

區，旁邊則是藝術節的紀念品店，T恤、海報、背包、明

任導演的劇作，引起了轟動。尚維拉在劇場藝術上面的要

信片、薰衣草香料包等紀念品樣樣俱全。廣場右側是市立

求，以及將亞維農經營為全法國、乃至於全世界表演藝術

劇院，為藝術節重要的室內表演劇場之一。面對的共和大

重鎮的用心，使得這個藝術節逐漸成為每一年的世界劇壇

道是亞維農主要街道，大道上有百貨公司、各種名牌店、

的盛事。五十多年來，藝術節以推出富於實驗性、前瞻

超級市場和銀行等，更有各式的餐廳、酒吧和咖啡館。

性的演出為特色，並因此發掘了許
多傑出的劇作

亞維農另一著名景點是亞維農斷橋（Le Pont

很多年輕的、

d'Avignon），又稱為「聖貝內澤橋」，是以一位牧羊人的

廣大的戲劇觀

名字命名的。這座斷橋很有名，法語民謠《我們在亞維農

眾。亞維農藝術

橋上跳舞》指的就是這座聖貝內澤橋。這座橋的興建過程

節活動期間，無

有一段故事：相傳該橋是窮苦的牧羊人貝內澤受到上帝諭

論在教皇宮、教

示後發起修建的，但當時的人們都嘲笑他，亞維農市長聽

堂、修道院、咖啡

到後，就指著一塊很大的巨石對貝內澤說：「如果你當真

▲

家，也吸引了

教皇宮堅固得像堡壘

的城牆。

62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五期

亞維農斷橋成為著名景點

受到到神的諭示，就把那塊石頭舉起來。」舉起那塊巨石
根本是一般人不可能的做到的事，沒想到貝內澤卻辦到

▲

▲亞維農另一著名景點是斷橋，又稱為「聖貝內澤橋」。

亞維農「斷

橋」的另一個

了，人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開始踴躍捐款，橋就順利地跨
過隆納河蓋起來了，並以貝內澤的名字命名。
十七世紀時隆納洶湧的河水沖斷了聖貝納澤橋，這被
沖斷的亞維農斷橋，更具有一種殘缺的美感，讓許多人

角度。

到露台上一處由原來
警衛士兵休息室改建的咖啡廳，喝了

一杯濃濃的法國咖啡。中午就在時鐘廣場我們昨晚喝酒的
那家酒吧餐廳，吃了一頓南法風味的午餐。

談戀愛的男男女女所癡迷，而成了很多癡男怨女約會的地

午餐過後，我們到亞維農共和大道上逛街，白天的景

點。亞維農斷橋被完整地保存著，仿佛是為了完整保存亞

致與夜晚非常不同，購物和閒逛的遊客還不少，我們的友

維農斷橋上的記憶，每年六、七月，斷橋邊長滿了薰衣

人們幾乎人人都買了一堆薰衣草製作的香料包，準備回去

草，而紫色的草尖輕撫著古老的斷橋，讓人想起了《我們

後送人當禮物。在共和大道逛了一下子後，我們就趕往

在亞維農橋上跳舞》，讓這一座斷橋更顯得特別浪漫。

亞維農斷橋，因時間不夠，我們沒有買票登上斷橋參觀，

我們從里昂一路搭車下來，當晚就住宿在亞維農城牆
外的旅館，等安頓好後，約了幾位好友安步當車，沿著

只是走到斷橋邊拍照留念，想一想《我們在亞維農橋上跳
舞》到底有多浪漫。 華

共和大道走到時鐘廣場，夜晚的亞維農燈光燦爛，很有藝
術之都的味道，但可能是藝術節還未到，遊客並不多，餐
廳和酒吧只有三三倆倆的人群。我們在時鐘廣場的劇院對
面，選了一家酒吧坐下來喝兩杯，體會一下亞維農藝術節
的氛圍。
第二天上午，先遊覽教皇宮，教皇宮裡的多媒體系統
做的非常好，對每個房間的建造歷史、用途或歷次居住
者的故事，乃至當時的社會背景都有生動翔實的介紹。我
們順著指標的箭頭遊覽，從教廷大廳、教宗臥室、教廷金
庫，參觀到頂樓的露台，從露台上鳥瞰亞維農全景。還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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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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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人類經過這次疫情，不但要洗手，更要洗心，不但

拒絕當AI時代的局外人，讓機器人成為你的好同事及好

要口罩，更要口德。。

幫手，為你分憂解勞。
——互聯網品牌專家/ 邱文仁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丹斯里李金友
他認為這是上蒼對人類的考驗，考人性，考人心。

在這個非我所願的複雜混沌的時刻，應展示自己最好
成功是個副產品，重要的是如何成功做好本分。

的品格和行為。願我們與智慧和風度同行。

——專欄作家/黃芷淵

——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 Bacow

有些行業的回報可以量化，但有些更多的是精神上

他在因新冠肺炎須將學生撤離校園的通知郵件裡，告
誡所有的學生，沒人能預知在後面幾個星期即將面臨的是

的滿足和人生閱歷的積累。

什麼，但每個人都要懂得COVID-19將考驗大家在危機時
刻所顯示的超脫於自我的善良和慷慨。

是愛不是礙，是伴不是絆。
——慈濟醫學院教授/許瑞云
越能放下自我的人，生命才會越自在。

有財富不一定幸福，只有幸福才是真正的財富。
——理財暢銷作家/施昇輝
追求時尚的虛榮，錢一定不夠；但若只求實用，就不

遇到事情，只有去面對，才能找到出路。
——金鐘獎電視劇影后/賈靜雯

會一直為錢發愁。你該為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活，而不是為
錢奔波辛苦。

她認為，唯有「愛」跟「放下」，才能繼續往前
走。

科技把事做對，人決定做對的事。
——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王力行
歷史，是我們生活經歷的每一天，我們盡情創造的每
件事，在很多年後還有意義，還被別人記得和知道。
——日本新華僑華人總會會長/顏安
他是一位活躍的文化人，在中日文藝活動中，創造
多項歷史。除夕夜，他在東京塔，統籌舉辦的「中國
紅」大型活動，也是他的一項歷史性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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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負面的事——壓力、挑戰 ，都讓我更提升自己。
——前美國職業籃球（NBA）運動員/柯比．布萊恩

你站上人生主場，成為自己的太陽。你把自己開成

人們最痛苦的時刻，正是最珍貴的瞬間，因為此時人類

花，自由，而不自卑。

會喚起無數的力量。
——著名情感作家/李愛玲

——日本松山芭蕾舞團演出朗誦詞

有人在錯的愛情裡枯萎，有人在對的人身邊盛放。

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在緊張的演出中，臨時抽出時間，
錄製了一段視頻，以表達對中國新冠疫情的關切。

別在走遠後，才想起說再見。
——著名作家/阿飛
將藏在每一段關係皺褶中的遺憾、不捨、悔恨，攤

偉大的領導者會找到凝聚大家的方法，並協助所有人發
揮潛能。

開撫平，讓你能在後續人生中自由綻放。

我不怕別人貶低，只怕自己沒有能力。
——作家/懷左同學

——領導力專家/約翰．麥斯威爾

不懂帶人，你就自己做到死；想要工作輕鬆，一定要懂
得帶人；帶人的關鍵是「行為」，而不是「心」。

我下定決心，這一輩子至少一件事，我要做到極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教授/石田淳
你沒有辦法改變別人的態度和個性，但是你可以改變

致。

他的行為。

預防失智，用閱讀活化大腦。
——清華大學中央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洪蘭
閱讀能提升思想層次，打開我們的視野，從內心得
到安寧與滿足。快樂會提供身體免疫力，健康的身與快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地方你確定可以改進，那就是你自
己。
——英國作家/阿道斯 ．赫胥黎

樂的心，正是抵抗失智最好的武器。

只要一個人還有追求，他就沒有老。直到後悔取代夢
想，一個人才算老。
——著名影星/約翰．巴里模（John Barr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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