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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中
國科技大廠「華為」一直是美國心中的一塊石頭，因為

華為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製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

機供應商。華為過去數十年的布局，已經完成從市場、規格到

成本競爭各方面的部署；5G更是華為實現其全面接管全球行

動通訊市場的關鍵一役。尤其，歐洲國家擁抱華為，成為美國

圍堵華為的一大破口。半導體製造長期被視為關鍵產業，近年

來美國半導體製造能力相對於其他國家一直停滯不前，引發美

國可能落後的憂慮，新冠疫情更加重美國政府及企業對全球供

應鏈可能中斷的憂心。

美國政府正全力應對雙重挑戰：降低美國對亞洲科技產

品的依賴，以及提升對中國大陸的競爭力。美國為了確保在設

計和製造尖端半導體晶片方面保持優勢，做出兩大政策方向：

限制中國採購以及厚實自己的晶片生產力，以有效地與中國競

爭和降低對亞洲供應鏈的依賴。但此禁令是否真能達到預想目

的？還是若持續與中國脫鉤，最終美國將破壞自己在半導體產

業的領導地位，並促使中國成為全球領先者？

本期【封面故事】以「半導體供應鏈」為主題，刊出了

〈半導體供應鏈‧得之可得天下〉、〈美國對中國半導體圍

堵禁令的豪賭〉、〈中國積極發展半導體自主化〉、〈 台積

電．地緣策略者的必爭之地〉等四篇相關內容，深入分析這場

美中科技戰的詳細起因及最新進展，以及可能發生的影響，非

常值得參考。

自從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在美國圍堵壓力下，中國大陸

不再提「中國製造2025」，改以「新基建」延續科技戰略，

並將「新基建」做為後疫情時代振興經濟主力。新經濟的轉型

也可望延續而加強，包括5G建設、人工智慧、新能源等科技

將成為發展主力。透過「新基建」，中國將推動新一輪的產業

革命，打造一個數位強國。〈「新基建」提升中國數位競爭

力〉、〈後疫情時代‧挑戰各國醫療關鍵物資自主供應〉、

〈蘋果供應鏈大遷移〉是本期【特別報導】的三篇內容。

本期其他的【產業風雲】、【全球視野】、【世界萬

象】、【神州大地】、【全球智慧】等專欄，也有很不錯的內

容，各位讀者可就自己喜歡的資訊予以關注。在這全球性「新

冠肺炎」疫情仍未完全消除之際，大家務必千萬小心防範，注

意遠離可能染上病菌的地方，身體健康乃是第一要務，祝福大

家身體健康，並期望疫情早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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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Global View

疫情衝擊經濟
全球2.65億人口面臨嚴重糧食危機
聯合國轄下的「世界糧食計畫署」（WFP）嚴正警告：我們的世界，因瘟疫蕭條而觸發了「聖

經等級的糧食危機」，讓瀕臨饑荒的全球人口，在4個月內激增一倍、至少2億6,500萬人即將餓死。
若國際社會無法在防疫的同時伸出援手，饑荒危機所觸發的政治動亂與戰爭，將把整個世界拖入不

可逆的災難後果中。

世
界糧食計畫署（WFP）執行長David Beasley於4月

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2020世界糧食危機報告，

2020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內容，並向

國際社會發出了告急通告：「世界即將遭遇『聖經等級』

（biblical）的饑荒災難與糧食危機！」Beasley表示，早在

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發前，WFP就已預測：「2020年將

是極其悲慘的一年……全球糧食危機規模，將是自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的最糟時刻。」這是因為敘利亞、葉門的戰

爭正進入殘酷的終極高峰；中東與東非各國的「大蝗災」

也在對抗大半年後失控擴散；再加上委內瑞拉、巴基斯坦

這些蕭條大國一直苦於經濟危機……種種狀況本就緊張，

沒想到危機規模卻又遭這波全球大疫「無限放大」，極其

誇張的慘烈規模等級，完全超過WFP原本編制所能負荷。

2020年全球面臨糧食危機的人數將達到2.65億
根據WFP的報告，目前全球正有8億2,100萬人無法吃

飽，其中1億3,500萬人處於有立即健康風險的「危機狀

態」（Crisis）；但在新冠肺炎的侵略下，本就吃緊的糧

食支援網路卻因國際封鎖而癱瘓，再加上各個大陸紛紛出

現大規模封城、經濟崩潰的問題，都使糧食供應鏈陷入進

一步的緊縮，「若狀況得不到緩解，危機中的饑餓人口將

另外新增1億3,000萬人，使饑荒邊緣的人口一口氣暴增一

倍、來到2億6,500萬人之譜。」

2019年末，55個國家地區逾1.35億人重度糧食隱憂
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末，全球55個國家和地區有逾

4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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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分為5個等級；之中，「危機狀態」（Crisis）是之中

的第三級，若營養不良的人口比例持續上升，則將進入

「人道緊急狀態」（Humanitarian Emergency），最後才是

毀滅性的「饑荒」（Famine）。

在WFP的警報系統中，全球前10大饑餓之國，依序分

別是：葉門（1,590萬人處於「危機狀態」以上）、剛果

民主共和國（1,560萬人）、阿富汗 （1,130萬）、委內瑞

拉（930萬）、衣索比亞（800萬）、南蘇丹（700萬）、

敘利亞（660萬）、蘇丹（590萬）、奈及利亞北部（500

萬）與海地（370萬）—其中葉門、剛果與南蘇丹，目前

仍處於IPC認定的「人道緊急狀態」，離絕望至死的「饑

荒」僅有一步之遙。

WFP向G20各國防疫政策代表提出支援請求
《2020世界糧食危機報告》在4月20日刊出，翌日

WFP執行長David Beasley就趕赴聯合國安理會提報，並於

同日透過視訊會議，對G20各國的防疫政策代表提出「支

援請求」。WFP不僅迫切需要20億美金的糧食與醫療預

算，還得另外爭取3億5,000萬美金的「防疫物流支援」，

以提供那些前線的救援工作者足夠的個人防疫裝備。

《全球糧食危機報告》是全球應對糧食危機網路的旗

艦出版物，由糧食安全資訊網（FSIN）協調編寫工作。旨

在評估全球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由多家聯合國機構與政

府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糧食危機全球應對網絡」聯合發

布。華

1.35億人處於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IPC / CH第3階段或更

高）。此外，在本報告所提及的55個糧食危機國家中，

2019年有7500萬名兒童發育遲緩，1700萬名兒童處於消瘦

狀況。這是自2017年該網路發佈第一期報告以來所記錄的

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最嚴重水準。

所謂重度糧食不安全指因無法攝入足夠的食物而使生

命或生計面臨直接危險的狀況。這說法借鑒了國際公認的

極端饑餓衡量標準，例如糧食安全階段綜合分類（IPC）

和協調框架（Cadre Harmonisé）。它不同於聯合國每年發

佈的《世界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報告中提到的長期饑

餓，比長期饑餓更為嚴重。長期饑餓系指一個人長時間無

法攝入維持正常、積極生活方式所需的足夠食物的狀況。

在2019年，有1.83億人被歸為「面臨壓力」（IPC / CH

第二階段）的人群，他們徘徊在重度饑餓的邊緣，一旦面

臨衝擊或壓力（如新冠疫情），則有可能陷入「危機」或

更嚴重階段（IPC / CH第三階段或以上）。

在1.35億重度糧食不安全人口中，有一半以上（7300

萬）位於非洲；4300萬位於中東和亞洲；1850萬位於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地區。

導致上述趨勢的主要因素是：衝突（導致7700萬人

陷入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的關鍵因素）、極端天氣事件

（3400萬人）和經濟動盪（2400萬人）。

 

危機報告將刺激極端主義或全球難民潮大爆發

《金融時報》指出，WFP的危機報告雖然看起來只是

數字，在疫情全球燒的當下，

並沒能引發國際輿論在第一時

間的馳援。但在短短4個月內暴

增一倍的「危機人數」，不僅

卻將嚴重衝擊國際組織的應變

能量，大面積的饑餓困境，更

可能刺激極端主義、或是全球

難民潮的大型爆發。

國際上對糧食安全的認定

標準，目前多依據「糧食安全

階段綜合分類」（IPC）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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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0世界糧食危機報告》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警告，今年全球經濟恐將萎縮5％，使大約6000萬人
陷入「赤貧」，過去3年世銀所做的減貧努力全部歸零。世銀對赤貧的定義是每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
1.9美元。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6000萬人淪赤貧．世界銀行三年努力歸零

等收入新興經濟體提供400億美元。當務之急是增加第一

線的醫療支出，以照顧那些受病毒影響的人，並阻止疫情

蔓延，但他也強調了緩解經濟打擊的必要性。

目前已經有100個國家（占世界人口的70％）獲得了

緊急資金。迄今世銀已支出55億美元，協助貧窮國家強化

衛生系統、經濟和社會服務。但Malpass直言光靠世銀的努

力還不夠，敦促捐助國加強對窮國提供雙邊援助，確保經

濟持續復甦。

Malpass表示，他對商業銀行不願參與讓世界上73個

最貧窮國家暫停償債的倡議感到沮喪。由領先的發達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組成的20國集團（G20）宣佈了這項倡議。

該倡議允許相關國家請求暫停償還它們欠G20成員國的國

家間貸款，直至今年底，同時保持貸款的價值以便以後償

還。20國集團呼籲銀行和債券持有人以相仿的條款參與該

倡議。

許多債券持有人，還有一些債務國，拒絕這項倡議，

稱借款人將來有可能被國際資本市場拒之門外。「這些是

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儘管它們也許希望商業信貸市場能

在2020年突然重新開放，但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是，這場

大流行病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停擺將產生長期影響。」

他表示。相反地，貧窮國家應集中精力實施經濟計畫，以

吸引匯款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同時鼓勵國內企業投

資。

發達經濟體重啟經濟，是發展中國家復甦關鍵

他強調發達經濟體開始解封和重啟經濟的重要性，以

便允許資金以匯款、貿易和旅遊的形式重新流向貧窮國

家。「這些領域遭受了嚴重損失，它們將是重新開放的關

鍵部分，」他表示。「與發達經濟體恢復互動，將是發展

中國家邁向復甦的最大一步。」華

世
界銀行（World Bank）總裁David Malpass警告，新

冠病毒危機的經濟後果將使多達6000萬人陷入極端

貧困。世銀預計，2020年世界經濟產出將萎縮5％，如此

一來，世界銀行自2017年以來在減貧方面取得的所有進展

可謂前功盡棄。

世銀對赤貧的定義是每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9美

元。Malpass說，公衛危機已經導致數百萬人失業，企業

出現倒閉潮，相對貧窮的國家將首當其衝，受到疫情衝

擊，「數百萬人的生計毀於一旦，全球醫療體系承受龐大

壓力」。

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提供援助資金和緊急融資

為了減輕貧窮國家的困苦，世界銀行提供1600億美元

的援助資金和低息貸款，以幫助這些國家應對新冠病毒疫

情大流行的嚴峻打擊。與此同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共同制定了一項方案，允許較貧窮的國家

向20國集團（G20）成員國請求延期償還其貸款直至2020

年底。

世銀優惠貸款計劃納入76個國家，其中大多數是人均

收入非常低的小型經濟體，但也包括尼日利亞和巴基斯

坦等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他們佔世界人

口的四分之一，占極度貧困人口的三分之

二。

這些國家大多數衛生系統條件較

差，無法應對疫情快速蔓延。IMF總裁

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

IMF可以向最貧

窮國家提供100

億美元的緊急融

資——另外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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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大陸已有14個城市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深圳人均GDP更高達2萬9,498美元，超
越台灣、緊追南韓，預計將比台灣早一步在今年突破3萬美元大關。2019年中國GDP佔世界比重超
過16％，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預估達30％。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動力的重要
火車頭。

中國14個城市人均GDP逾2萬美元

中
國大陸《21世紀經濟報導》旗下的21世紀經濟研究

院統計，中國大陸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

大關，達到10,276美元。去年全中國大陸已有14個城市人

均GDP超過2萬美元，依序為深圳、無錫、蘇州、珠海、

鄂爾多斯、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常州、杭州、武

漢、寧波和廈門。

《21世紀經濟報導》稱，國際上，一般將人均GDP超

過2萬美元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門檻，亦即中國大陸這14個

人口總計達1.43億人的城市，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發展

水準。湖南長沙與廣東佛山去年人均GDP均超過1.9萬美

元，已是「準發達經濟體」。

預估深圳今年人均GDP將達3萬美元大關
擁有超過1,300萬常住人口的深圳，目前已是全球重要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生產基地，更被譽為是「中國矽谷」，

深圳也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的城市。

深圳人均GDP在2007年達到10,628美元，僅僅六年，

2013年深圳人均GDP就又突破2萬美元大關，達到2萬2,112

美元，預估深圳今年人均GDP將可順利站上3萬美元大

關。反觀台灣，人均GDP已經在2.5萬美元上下徘徊多年。

按國際標準，人均GDP在2萬美元以上為「初等發達

經濟體」，3萬美元以上為「中等發達經濟體」，深圳可

望成為大陸最先跨過中等發達經濟體門檻的城市。

21世紀經濟研究院指出，從國際上的發展經驗來看，

當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後，該地區就已基本完成了工業

化，城市發展將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以服務業為代表

的第三產業將成為城市經濟的主導產業，北京、上海已率

先完成這種轉變。2019年北京第三產業占比達83.1％，上

海為72.7％，深圳則剛超過60％。

2018全球46國（地區）人均GDP超2萬美元
世界銀行最新資料顯示，2018年人均GDP超2萬美元

的國家和地區共46個。雖然，中國大陸已有14個城市跨過

2萬美元大關，但與全球已進入已開發經濟體行列的國家

和地區的人均GDP差距較大。以其中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深圳為例，去年為29,498美元，這一水準略低於韓國、西

班牙，比在全球處第37位的賽普勒斯要高一點。

去年中國大陸人均GDP首次站上1萬美元大關，開始

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但中國大陸337座地級及以上城

市中，這14座城市只是點綴其中的強市，還有眾多城市仍

在1萬美元門檻以下。

中國2019年GDP佔全球比重逾16％；人均
GDP突破1萬美元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局長寧 表示，2019年中國GDP

總量達到約99.1兆人民幣，接近100兆人民幣，人均GDP按

平均匯率折算，達到了1萬276美元，突破1萬美元大關。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

的國家人口規模近15億人，隨著總人口達到14億的中國步

入人均GDP 1萬美元以上國家的行列，全球在這個行列的

國家人口規模將接近30億人。他進一步指出，2019年中國

GDP佔世界的比重預計將超過16％，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

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預計將達到30％左右；中國仍然是世界

經濟發展動力最足的火車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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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5月發佈數據，2020年香港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實質下跌
8.9％，創197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同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宣佈外匯基金於首季投
資虧損861億港元，也是有紀錄以來最大單季虧損。此外，25年來首次香港痛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寶
座，但港交所在2019年IPO募資奪得全球第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依舊活絡。

疫後香港經濟的展望

香
港在前兩年開始的中美貿易磨擦、去年的社會事件

和暴力衝擊以至近期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影響

下，香港經濟的三頭馬車——出口、消費和投資開支，三

頭馬車都可以說是「死火」（熄火）了。　此外，香港失

業率在三月時達到4.2％，是近9年多以來的新高。就業市

場惡化，與疫情、金融市場調整、經濟前景等一道對香港

首季經濟造成衝擊。

首季GDP及外匯基金雙雙跌破歷史紀錄
香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GDP按年實質跌8.9％，跌

幅是近20年來最大，過去香港最差的紀錄是1998年第3季

的-8.3％，以及2009年第1季的-7.8％。這也意味著香港已

經連續三季呈現負成長，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最長的衰退期。去年香港整年度的經濟成長是-1.2％，也

是2009年以來首次負成長。

同時，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宣佈外匯基金於首

季投資虧損861億港元，也是有紀錄以來最大單季虧損。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當日對媒體直言：香港經濟陷入深

度衰退。

示威活動及新冠疫情對香港是雙重打擊

在2019年的示威活動開始以來，香港經濟一直苦苦掙

扎，新冠疫情的帶來更是雙重打擊。對苦苦掙扎的中小企

業影響將尤其明顯。根據香港政府資料，香港中小企業家

數比例超過98％，雇用大約130萬人，將影響公務員以外

的45％勞動力。彭博社經濟學家分析，像香港這樣的小型

開放經濟體面臨全球的需求萎縮，正在遭受嚴重的打擊，

「以貿易和服務導向的經濟體，因為全球下滑而遭到重

創。」

「新冠疫情影響可能比全球預期的更長，當地的抗議

活動可能再次加劇，這帶給香港經濟巨大的衰退風險，」

牛津經濟研究院資深經濟學家胡東安（Tommy Wu）分

析，「第2季開始，失業率和倒閉潮將繼續重擊香港經

濟。」

25年首次，香港痛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寶座
無獨有偶，2020年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在投資、貨

幣政策自由度大跌，首次被新加坡超越，跌至全球第二

位，是25年以來排名首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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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公布最新「經濟自由度指數」報

告，香港被新加坡首次超越，跌至第2位。香港自1995至

2019年連續25年蟬聯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第一。

香港痛失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為過去25年來首

次。專家們認為，香港政府去年提出修訂「逃犯條例」

後，即發生持續數月的政治和社會動盪，已削弱香港作為

全球最佳營商地點之一的聲譽，導致投資流入受壓抑，破

壞了原本良好的投資環境。

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2020年經濟自由指數，香港整體

評分為89.1，下跌1.1分，退落第2名。各分項評分中，香

港的投資自由分數大跌10分。新加坡首度超越香港，坐上

首位。

香港仍然是充滿活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自1995年設立全球自由經濟體排名以來，香港連續25

年蟬連「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美國傳統基金會表示，

香港得分下跌，主要受投資自由度下降拖累，認為持續的

政治及社會事件，開始侵蝕香港作為最佳營商及投資地點

的聲譽，從抑制了投資的流入。但基金會相信，香港作為

一個開放型市場，雖然投資環境仍然理想，仍然是一個充

滿活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高度競爭力及開放性，但與

安全問題有關的不明朗因素增加，導致投資風險上升。

港交所IPO募資，全球第一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安侯建業（港稱畢馬威）發表的

2019年IPO市場回顧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12月8日，香港

證券交易所（港交所）共有160件IPO，募資總額高達3,078

億港元，蟬聯全球第一寶座。此外，香港主板共有145件

IPO，也創下歷史新高。

展望2020年，報告表示，阿里巴巴第二上市的成功，

可望帶動更多中概股回歸，為香港市場帶來大型IPO項

目，有助其保持全球IPO募資排名第一的地位。畢馬威中

國新經濟及生命科學主管合夥人朱雅儀強調，穩健的監管

架構和政策、成熟透明的上市制度和安排（如滬港通），

以及便利海內外投資者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為香港

IPO市場成功的長期決定因素。

在美中企將大舉回港上市

美國納斯達克（N a s d a q）公布對首次公開發行

（IPO）的新限制，要求IPO籌資規模達到2,500萬美元或

上市後市值的1/4，將提高中企在美國上市難度。這是納斯

達克首次對IPO規模設定最低限制。這項調整將對目前在

納斯達克上市的幾家中資企業產生很大的問題。據了解，

自2000年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155家中資公司中，有40家

公司IPO籌資規模低於2,500萬美元。

由於缺乏會計透明度，在美上市的中國大陸公司將更

難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傳出將回流到香港上市。為使

IPO市場更有效率，港交所考慮縮短新股上市的招股結算

周期，希望由五天減至一天，以增市場競爭力。

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認為，早前大陸公司之

所以在美上市，都是因在香港上不了市，在發布IPO新規

前，港交所在公司治理和雙重股權架構等問題上的要求，

都更加嚴格。現在，佷多有意來港上市的美國上市中概

股，已具備香港上市的條件，除了美國的氛圍變得不那麼

友好，港交所已經從根本上對上市制度的許多方面進行改

革，使港交所變得更加靈活。

但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也表示，不希望外界形容港

交所會因此而受惠，「如果你公司不合適不好我們也不希

望你來」，他強調若某公司不符合美國規則上市的公司，

也沒法在香港上市。

已在港交所上市的包括小米集團、美團點評、阿里巴

巴。最近的還有京東、網易，據估計，這兩宗交易共計籌

資五十億美元，將成為今年以來香港股權資本市場規模最

大的交易。華

香港證券交易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納斯達克

紐約證券交易所

沙烏地阿拉伯證券交易所

372

253

271

265

275

2019年全球五大交易所

資料來源：安侯建業

2019年全球五大交易所

(截至2019年12月8日)    單位:億美元



中
國大陸在「兩會」召開時，通過「新基建」計畫預

算。預估今年2020∼2025年以5G網路、AI、工業互

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雲計算、固定寬頻、傳統基礎

設施數位化智慧化升級等重點領域投資，總規模將達17.5

兆人民幣，年增速約21.6％，由此帶動產業鏈上下游產業

規模增加約2.8兆人民幣，年增速約為22.6％。

新基建是數據時代的新經濟基礎建設

中國大陸長期作為「世界工廠」，近年來產業面臨服

務業比重過低、高技術產品短缺、國際競爭力較低，以

及國際分工體系位處劣勢等問題。身為製造業大國，中

國大陸的問題就是產品附加價值過低。因此，自2006年

「十一五」以來，中國大陸政府推動加工製造業升級；一

直到2016年，為了「進一步促成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將

數位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20年透過「新基建」

的推動，加快產業升級。中國政府表示，可藉此機會推動

技術驅動的經濟結構升級，提高行業生產率和創新能力。

新基建與以「鐵公基」（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基

建和公共設施）和房地產為代表的傳統基建不同，包含5G

基站、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與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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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在美國圍堵壓力下，中國大陸近期不再提「中國製造2025」，改
以「新基建」延續科技戰略，並將「新基建」做為後疫情時代振興經濟之主力。新經濟的轉型也可

望延續而加強包括5G建設、人工智慧、新能源（如電動車）等科技，將成為發展主力。透過「新基
建」，中國將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打造一個數位強國。

提升中國數位競爭力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新基建」

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賦予

傳統交通和城市等基礎設施科技內涵的信息化建設，兼具

科技與基建的雙重屬性。簡而言之，是數據時代的新經濟

基礎建設。

「新基建」重視科技領域，主要在於其結合中國高科

技的國家級戰略目標，加上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使得半

導體「國產化」更為突顯，讓「新基建」特別受到關注。

2020年「新基建」就是「超前部署」概念
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全球第一，中國以

高效率的「中國速度」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基礎建設之完

工速度甚至有「基建狂魔」的稱號。

在此基礎上，2020年啟動的「新基建」就是「超前部

署」的概念。比如要先有基地台建設才能有5G發展，要先

有充電樁建設才能發展新能源汽車。此外，5G、AI、工

業互聯網、大數據等數位資訊產業，彼此關聯度極高，相

關產業都必須同步進行。此外，政府與民企也必須緊密配

合，比如充電樁與城際軌道交通，多由政府擔鋼，其餘則

由政府規劃，之後由國企、民企配合投資。從中即可一窺

政府角色在基礎建設中的重要性。



2025年前「新基建」直接投資10兆人民幣
根據大陸發改委的定義，「新基建」是指發力於科技

端的基礎設施建設，範圍涵蓋資訊、融合、創新等三大

基礎建設，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

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資料中心、人工智

慧、工業互聯網等七大領域，涉及到通信、電力、交通、

數位等多個社會民生重點行業。具體來說，即是透過智慧

製造、消費電商、電子政務、智慧城市等，打造數位經

濟。

新基建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資訊基礎設施，即利

用資訊技術演化生成的設施，包括5G、物聯網、工業互聯

網、衛星網路等通訊網路領域，AI、雲端運算、區塊鏈等

新技術領域，以及以數據中心、智慧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

力基礎設施。

另兩大方面為應用與科研，包括支撐傳統設施轉型，

進而融合為新型態的基礎設施，例如應用智慧交通、能源

等領域；及支撐科研、技術產品開發等具公益屬性的創新

基礎設施等。

根據工信部旗下賽迪智庫發布《「新基建」發展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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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三大方面

架構 信息基礎設施 融合基礎設施 創新基礎設施

定義

基於新一代信息技術（資訊科技、IT）演化生

成的基礎設施

．�深度應用互聯網、大

數據、人工智慧等技

術，支撐傳統基礎設

施轉型升級，進而形

成的融合基礎設施。

．�助推轉型升級的作用

日益凸顯，智慧城市

建設路徑更加清晰，

資訊技術積極賦能城

市精細化管理。

．�支撐科學技術研究、技術開

發、產品研製，具有公益屬性

的基礎設施。

．�國家發展改革委已佈局建設55

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在

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中發揮了

引領作用。

關鍵

基礎設施
通信網絡 新技術 算力 智能交通 智慧能源 重大科技 科教

產業技術

創新

代表

．5G

．物聯網

．�工業互聯網

．�衛星互聯網

．人工智能

．雲計算

．區塊鏈

．數據中心

．�智能計算

中心

-- -- -- -- --

書》，預計至2025年對新基建直接投資10兆人民幣。市場

預計，中國大陸在2020年將釋出4兆元財政資金打造基礎

設施，將要求中國大陸各級政府和私營企業裝設5G、安裝

鏡頭和傳感器、開發人工智慧軟體，以支持自動駕駛、自

動化工廠及大規模監控等領域發展。

▲「新基建」是指發力於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範圍涵蓋資訊、融

合、創新等三大基礎建設，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
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資料中心、人工智慧、工業互

聯網等七大領域。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新基建的「新」特點

新基建的「新」特點為何呢？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網分

析出四點。第一，「新基建」開闢新戰場，若說舊基建

的主戰場在「地上」，那麼「新基建」的主戰場就在「雲

端」﹔第二，「新基建」瞄準新高度，意味著中國現有的

基礎設施將升級換代﹔第三，「新基建」將帶來新應用，

比如5G，比如機器人之間的信息交互等﹔第四，「新基

建」創造新生活，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國網路巨頭企業均大幅投入新基建

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撰文指出，新基建加速智能

經濟到來，還能降低創業門檻，提升創新速度，助推生產

效率變得更高更有彈性。他指出，大陸政府高度重視技術

發展，大陸也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製造業和應用市場、最

多的研發人員，這些都將為人工智慧發展創造更多更好的

應用場景，加速中國製造升級。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認為，以

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為代表的信息基礎設施，作為

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位經濟發展的戰略基石。與

傳統基礎設施一樣，新基建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工

程，同時服務於生產和生活兩端，需要做長遠規劃和頂層

設計。因此，騰訊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宣布，

為了布局新基建，騰訊將在未來五年斥資5千億元，並聚

焦在雲端運算、AI、超級電腦中心、區塊鏈、IoT物操作

系統、影音通訊、資安、量子計算等領域，將新基建、產

業網路等趨勢駛入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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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路公司大手筆投資新基建

企業 新基建計畫

騰訊



斥資規模 ．未來五年投入5千億元

投入方向

．	雲端運算、AI、區塊鏈、5G、物聯
網、量子計算等
．	在中國新建多個百萬級伺服器規模的
大型數據中心
．�打造雲端、工業網路產業基地
．�支持海內外學校、機構進行科研

目前進度
．�騰訊雲端運算全網伺服器總量破100
萬台，頻寬峰值突破100TB
．�AI領域擁有於6500項全球專利

地方案例
．在江蘇打造智慧交通大腦
．在上海建造AI超級電腦中心

阿里
巴巴

斥資規模 ．阿里雲未來三年投入2千億元

投入方向
．	雲端操作系統、伺服器、晶片和網路
等重大核心技術
．新型數據中心建設

百度 地方案例

．	在北京亦莊打造全球最大自駕與車路
統合基地
．�在遼寧大連金普新區建造數位經濟新
基建試驗區

京東 投入方向
．	發布新動能計畫，利用核心資源技
術，幫助政企轉型

金額單位：人民幣

中國大陸其他網路企業也紛紛大幅投入新基建，例

如，阿里巴巴此前拋出三年投資2千億的藍圖，百度則是

以其強項自駕與AI為主在各地打造園區，京東則重視助企

業、實體店數位轉型。

新基建、數據要素和產業互聯網緊密相連、互相促

進。共同繁榮數位經濟生態，就可以合力推動經濟發展動

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提升中國數位競爭力。

中國透過「新基建」打造一個數位強國

根據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CNNIC）資料，截至2019

年6月，中國大陸網民規模已達8.54億；從量上來看，已是

「數位大國」。中國大陸政府全力推動的「新基建」，不

但將帶動全產業的數位化，也將為其「數位強國」的產業

發展戰略向前邁進一大步。「新基建」已成為中國大陸政

府擴大內需撬動經濟增長的槓桿。透過「新基建」，中國

將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打造一個數位強國。

展望下一個20年，新基建將帶來新投資、新消費，勢

將成為中國在工業化4.0的新時代中的新增長引擎。華

▼新基建、數據要素和產業互聯網緊密相連，可以合力推動經濟發展動

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提升中國數位競爭力。



七大領域投資帶動經濟估算

領域 直接投資 帶動投資

5G

根據目前4G基站建設數量及考慮5G基站覆蓋

能力，預計至2025年，中國大陸5G基站建設

數量約為500萬座，按照移動5G基站招投標成

本50萬/座，5G基站直接投資將達2.5兆元。

5G產業鏈涵蓋廣泛，5G基站基建將帶動多類型

終端及人工智能、虛擬實境、高清視頻等行業

應用市場規模快速上升，預計2025年帶動5G全

產業鏈相關投資預計累計超5兆元。

特高壓

根據國家電網數據，目前處於在建和待核准的

特高壓工程共16條線路，預計總投資規模為

2577億元。特高壓投資週期2-3年，到2025年

預計總投資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

帶動裝備製造、技術服務、建設安裝等領域業

績增長。推動電力互聯網、配電網等智能網路

快速發展，預計2025年，會帶動相關投資累計

超1.2兆。

城際高鐵和軌道交通

根據國鐵集團數據顯示，2019年底，中國大陸

高鐵里程約3.5萬公里，按照平均每年通車增

加5000公里，每公里投資1.5億元計算，預計

2025年投資規模約4.5兆。

帶動軌道、道路建設、電工電網、裝備製造、

軌交車輛及零部件等行業高速發展，推動城市

群旅遊、人才、民生等經濟發展，預計2025

年，會帶動相關投資累計超5.7兆。

新能源汽車充電樁

根據中國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促進聯盟發佈

數據，截至2020年1月，公共類充電樁累計達�

53.1萬台。按照每年公共充電樁增長15萬台，

私人樁增長30萬台，公共充電樁投資成本為5

萬元，私人2.5萬元，預計2025年，投資規模

將達到900億元。

帶動充電樁/充電站零部件快速發展、充電運營

更趨合理化、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不斷增加，預

計2025年，會帶動相關投資累計超2700億元。

大數據中心

根據《全國數據中心應用發展指引》，截至

2017底，中國大陸數據中心機架規模為166萬

台，增速33.4％。以增速不變計算，到2022年

將新增220萬機架，以單機架成本70萬/架計

算，預計新增投資1.5兆元。

大數據中心為驅動力基礎設施，將帶動雲計

算、物聯網產業快速發展，預計2022年會帶動

相關投資超3.5兆元。

人工智能

根據IDC資料2019年中國大陸AI晶片市場規模

為122億元。以45％的平均增長速率計算，預

計2025年，AI晶片新增投資為1000億左右；

機器視覺等傳感器及AI帶來雲平臺/數據服務/

OS新增投資規模將超1200億元，合計人工智

能基礎設施建設新增投資約為2200億元。

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將帶動計算機視覺、自

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快速進步，促進智慧醫療、

智慧交通、智慧金融等產業快速發展。預計

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4000億元。

工業互聯網

根據工信部《工業互聯網發展行動計畫》

和《工業互聯網專項工作組�2018年工作計

畫》，到2025年，基本建成覆蓋各地區、各行

業的工業互聯網網路基礎設施。按照2019年工

業互聯網6110億規模以及13.3％的複合增速計

算，預計至2025年新增投資規模將超6500億

元。

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賦能傳統工業，向智慧製

造轉型升級，預計�2025年會帶動相關投資超兆

元。

數據來源：賽迪智庫整理，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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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際，受疫情影響的各國，因

突然急需而無法完全自行供應醫療物資，不得不先

從中國進口醫療物資，紛紛搶單以解燃眉之急。為獲得呼

吸器、口罩以及其他防護裝備，各國政府、醫院、企業及

其中間商紛紛派人去中國採購，造成中國醫療用品的供應

鏈十分混亂。國際對醫療物資需求暴增，口罩就像黃金一

樣，讓許多中國企業紛紛投入製造，缺乏經驗、趕出貨等

因素導致品質參差不齊，造成各國埋怨。

關鍵醫療供應過於依賴中國 
中國政府為了確保製造業者及商人不要把未經認證或

劣等產品灌入市場，以免損害欲藉援外醫療物資而打造

「防疫大國」的形象，新規定中加強管制口罩等個人防護

裝備出口，相關產品要經海關強制檢查。但此規定也導致

大批醫療物資無法運送到急需設備的各國，讓在醫療前線

的醫護人員無法盡快取得這些保命的醫療設備。

這場針對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的搶購，暴露各國醫療用品短缺，以及在關鍵醫療

供應方面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已是「世界藥廠」，佔有全球20％生產量
藥廠與醫療器材製造商為獲取極大化的利潤，幾十年

來相繼把生產作業轉移到人力和原料成本低廉的中國、印

度和其他國家，這個製藥產業鏈全球化的過程，造就了中

國和印度製藥業的崛起。就像科技業一樣，後來許多無法

和中國、印度廉價藥品競爭的美國小原料藥廠，因此相繼

關門。

中國為了讓14億人的健康不要過度依賴外國進口藥

品，維護醫療國安，製藥業也是中國積極發展的重點產業

之一，寫入了「中國製造2025」計畫當中。

如今，中國是原料藥的「世界藥廠」，以產量比較，

是全球第一大生產國和出口國。生產量的全球市佔率

20％，大大小小藥廠總數超過5000家，是重要的稅收與

就業來源。前5大出口市場依序是印度、美國、日本、韓

國、德國。台灣原料藥的最大進口來源也是中國，根據台

灣衛福部食藥署的統計，以來源藥廠數量計算，大約佔台

灣進口原料藥總量的35％。

2018年中國提供全球43％個人防護裝備
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數據顯示，2018年，中

國提供了全球43％的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在口罩、防護服、口鼻防護設備、手

套和護目鏡等五項產品，中國是主要供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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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各國關鍵醫療物資自主供應
因疫情的大量需求與迫切性，暴露各國醫療用品短缺與無法完全自行供應醫療物資，因此紛紛

思考將醫療供應鏈遷回本國生產，或者分散對產品的依賴度。包含美、日、英及歐盟都已有將重要

工業移回本國的計畫。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也表示，目前全球

85％的醫用口罩產能在中國，高於新冠病毒疫情來襲前的

50％。此外，中國還是聚丙烯纖維的主要生產國。醫用

防護口罩N95使用聚丙烯纖維過濾灰塵和病原體。根據聯

合國的數據，2018年，中國成為全球無紡布最大單一出口

國，佔全球總出口量的18％。聚丙烯長絲是無紡布的一

種。美國雖然也是這方面材料的主要生產國，但同時也是

全球最大進口國。

美國近50％醫療個人防護裝備來自中國
現在美國藥物使用的成分約有八成是在其他國家製

造，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也仰賴中國生產的成分製造學名

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說，中國是美國進

口藥品和生技藥物的第二大供應國，也是美國醫療用品和

裝備最大的供應國。美國使用的抗生素，以及心臟病等常

見慢性病的藥物和成分，也有許多來自中國。

美國醫療業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美國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FDA）估計，美國近40％的藥物製成品，和

約80％的活性藥物成分是在國外製造。此外，美中經濟

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在2019年7月舉行的一場聽證會中，揭露了

驚人事實：美國國內使用的抗生素當中，97％依賴中國進

口。所有美國使用的原料藥，也有高達80％依賴進口，大

部份從中國和印度。近50％的醫療個人防護裝備（如口

罩、護目鏡、手套）都從中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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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口個人防護設備(PPE)
•2018年， 中國提供了全球43％的口罩、防護服、口

鼻防護設備、手套和護目鏡進口等個人防護

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見下圖）。中國是這五種產品的主要供應

國。

•2018年，  歐盟進口的這些產品中有50％來自中國，其
中口鼻防護（mouth-nose-protective）產品達
到71％。美國也是如此，2018年48％的PPE
（個人防護設備）以及45％的防護服，自
中國進口。對歐盟、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來

說，如果中國在2020年初停止出口，這些關
鍵物資的供應可能會中斷。

資料來源：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

2017年人造無紡布纖維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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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平方米的重量在25-72克之間
數據來源：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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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上旬，印度最大製藥廠之一的西普拉（Cipla）即

發出警告，除非中國供應商恢復生產，否則印度製藥產業

可能會在2月底開始面臨製藥原料短缺的危機。因為，印

度製藥業使用的原料中，高達七成依賴中國供應。

其實，不只印度。今天的中國不僅是手機、電腦、服

飾等消費性產品與工業產品的世界工廠，也早已是「世界

藥廠」，包括美國、歐洲、日本與台灣製藥業在內，都依

賴中國生產的原料藥（製藥的原料）。

關稅戰爭影響，美國自中國進口醫療關鍵物資急遽下降

因為高度依賴中國、又沒有好的替代進口來源，美國

貿易代表署（USTR）去年就把中國進口藥品排除在懲罰

性關稅清單中，以免大幅增加美國人已經非常沉重的醫療

負擔。

其實，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戰爭影響下，2017年

至2019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醫療關鍵物資急遽下降。美國

2019年對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醫療用品徵收新關稅，中

國對美國的出口降幅將更大。美國2019年9月向中國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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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輪關稅，其中醫療用品的稅率原本為15％，但在中美

今年初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後減半，3月已對部分來自中

國大陸的醫療用品，授予「301條款」關稅豁免，涵蓋醫

用口罩、檢驗手套、護目鏡、抗菌濕紙巾等用品。

美中長期貿易戰和高關稅的影響不只是商品編碼的問

題，還可能造成人命損失，應快速廣泛的調降關稅。華盛

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鮑恩說：「如果策略是

在最需要的時候，和最大醫療設備供應國中國不相往來，

問題會很大。」

特朗普政府改革醫療設備的戰略國家儲備

美國繼推動科技業移出中國後，進一步聚焦「醫療供

應鏈」過度依賴中國，給國家安全帶來的潛在威脅。白宮

和國會正在聯手推動，促使「醫療供應鏈」回流美國。

政府官員稱，特朗普政府正在改革美國的醫療設備國

家儲備系統以因應日後的潛在疫情，目標是準備可供應90

天的儲備量。消息人士透露，白宮正準備簽署行政命令，

要求特定必要藥品（essential drugs）在國內生產。這項命

▼今日的中國不僅是手機、電腦、服飾等消費性產品與工業產品的世界工廠，也早已是「世界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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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適用期限為90天，也說華府正為國安領域的一系列產

業供應鏈付出努力，包括藥物、醫療用品、半導體及國防

設裝備。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表示：「這場危機教給我們一件

事，過度依賴全球化供應鏈籌措藥物，是非常危險的。」

據美國媒體報導，白宮正在研擬一項行政命令，擴展1933

年《購買美國產品法》的範圍，強制聯邦機構只能購買美

國製造的藥品和醫療設備。此外，美國國會議員也在討

論，提供專項貸款和稅收減免，來鼓勵企業把供應鏈遷回

美國。但長遠來看，這些是否足以讓離開中國成為值得美

國企業去做的一件事，仍然存在疑問。

美國要如何在企業強烈反對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把製

造業務遷回本土？代表美國藥品製造商的行業機構——美

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Phrma）贊成有必要探索各種

方法，「鼓勵加大國內藥物開發和製造」，但他也表示，

僅僅是改變供應鏈中的一個環節，也需要「數年時間」，

帶來「巨大成本」。

美國也展開將醫療供應鏈本土化行動，已和美國藥廠

Phlow Corporation簽署了價值3.54億美元的合約，以創建

美國第一批藥品製造關鍵成分的戰略庫存。為期4年的合

約，以增加可能用於治療新冠肺炎藥物的生產，並避免藥

物供應出現短缺。

印度是原料藥生產大國，仍無法取代中國

已經形成的全球供應鏈，不是一夕之間就能改變，也

很難找到替代進口來源。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的醫療安全專家在一篇評論中指出，印度也是原料藥生產

大國，但比中國製原料藥貴35到40％。而印度製藥業使用

的原料藥中，高達70∼75％從中國進口，這也是為什麼印

度製的「學名藥」（generic drugs，根據專利過期新藥的配

方製成的相同藥品）可以比歐美藥廠便宜很多，讓印度成

為全球最大學名藥出口國的原因之一。

印度將增加原料藥產能，減少對中國依賴

中國在全球藥品供應鏈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儘

管印度是世界最大藥品出口國之一，但其70％的原料藥依

賴中國。專家稱，就許多關鍵的抗生素和退燒藥而言，依

賴程度幾乎是100％。

根據印度議會提供資訊指出，在2018-19年度此類產品

的進口總額35.6億美元中，中國佔24億美元。印度貿易部

出口促進委員會 Pharmexcil 主席 Dinesh Dua 提到，在印度

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列出的373種藥物中，約有200種是原

料藥，且大部分是從中國進口的。

因新冠肺炎爆發，迫使在中國的全球製藥商停工，全

球供應鏈出缺口，也暴露了印度對中國進口產品的依賴。

因此，印度正在計劃提高在地原料藥的產量，降低對中國

的依賴，並期望能超越中國，成為新一代的原料藥供應

商。

印度政府在今年3月宣佈設立一個約18億美元的基

金以建立三個藥物製造中心，並且確定了53種主要的起

始原料和活性藥物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A P I），並且優先提高其產量。其中包含發燒藥品 

paracetamol（普拿疼），以及 penicillin 和 ciprofloxacin 等

抗生素。Bloomberg Intelligence 分析師 Mia He 和 Jamie 

Maarten 提到，因為新冠病毒疫情擾亂了中國製藥產業，

此時印度散裝藥品生產商如果擴大產能和擴大全球供應

量，則可以增加33億美元的收入。

英相下令制定防衛計畫，確保供應鏈成國安課題

基於當前的冠狀病毒疫情，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指示官員制定計畫，要終結英國因新冠狀病毒

疫情在醫療補給品和其他策略性進口貨物方面對中國的依

賴。這項代號「捍衛計畫（Project Defend）」的規劃是更

廣泛國安新政策的一部分，包括找出英國在面對潛在敵對

外國政府時可能存在的主要經濟脆弱點。由英國外長拉布

（Dominic Raab）主導的「捍衛計畫」已成立兩個工作小

組，目的是為了讓供應鏈多元化、不再依賴單一國家供應

非糧食必需品。強生表示，他將採取行動保護英國科技技

術根基、並將檢討個人防護設備和藥品。

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指，英國依賴中國提供71種重要商品，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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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止痛藥、抗生素所需的活性藥物成分，中國進口的數

量佔英國約一半供應。

英國銷售的大多數藥物涉及多重跨國供應鏈，政府內

部對未來藥物供應感到憂慮。英國銷售藥物其中70％的活

性成分是於中國製造，至於大量藥物是於印度製造，因此

英國高達80％∼90％的學名藥（generic drugs）是由外國進

口。其他要仰中國鼻息的物資還包括工業用化學品、某些

金屬產品、手機等消費電子產品等等。根據檢討結果，英

國政府可以選擇撤回製藥等關鍵製造產能，這將成為新的

國家韌性框架一環。「捍衛計畫」還將檢視必須依賴國外

零件以完成成品的關鍵供應鏈。

英國政府希望供應管道多樣化，避免以單一國家為非

食品必需品的來源，以防日後遇到危機又發生短缺，畢竟

新冠肺炎疫情已顯示「有彈性的供應鏈對於確保必需品持

續流通和保持全球貿易發展的重要性」，同時確保供應鏈

有彈性「已是國家安全課題」，「假如我們要倚靠其他國

家去獲取某些東西，就已經是國安憂慮。問題是如何減輕

依賴程度。」

歐盟將動用藥品戰略解決供應鏈問題

歐盟衛生專員Stella Kyriakides表示，新型冠狀疫情蔓

延使得歐盟成員國紛紛囤積藥物，暴露出成員國對從印度

和中國進口重要藥品過度依賴的情形。

因此，歐盟方面將動用其藥品戰略來解決供應鏈問

題，尤其是重症監護藥物依賴中國和印度進口的問題。目

標是在藥品供應上實現完全自主，並提出可為歐盟區域內

製藥行業提供激勵的提案。法國總統馬克宏和德國總理默

克爾，就曾呼籲歐盟減少依賴中國供應醫療用品，提高區

內生產口罩、呼吸機和其他「戰略」醫療器材。

透過這次疫情，許多歐洲國家應體認供應鏈、醫療物

資過度依賴中國的困境，美、日等國都已有補助廠商將重

要工業移回本國的計畫。

日本推動醫療用品國產化

新型冠狀疫情造成醫療產品需求大增，日本政府已

訂出推動重要醫藥品和醫療儀器國產化方案，並將調

查疫苗、呼吸器、治療新冠肺炎的藥品「法匹拉韋」

（Avigan）等藥品和醫療儀器的供應鏈，按需要將相關產

品定為戰略物資，並可能限制出口。日本當局也將加強醫

療口罩和防護服的儲備。對於日本在疫情下暴露出醫療用

品短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問題在於日本的醫用品

供應大幅依賴中國。據報導，由日本富士軟片（Fujifilm）

子公司製造的法匹拉韋，在生產上出現延遲，部份原因即

在於原料依賴中國供應。

因此，日本政府預計將上述政策，寫入將在今年內制

定的經濟安保戰略。日本另在修訂後《外匯和外國貿易

法》中，將醫療企業列入限制外資投資清

單。該法規旨在阻止可能威脅國安的外資

併購交易，只要外資購買1％或以上的日

本特定產業上市公司股份，就必須取得日

本監管當局許可，若經日本當局審查後發

現問題，則可更改或取消交易。外界普遍

認為，日本修改《外匯和外國貿易法》的

目的，是為了限制中資，以避免日本技術

外流，或民生受影響。

日本將設2千億基金，協助供應鏈
回流

在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背景下，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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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相關用品高度仰賴海外進口的醫療體制弱點浮現，且

幾乎每一項醫療用品的進口國名單中都有中國，其中口

罩、防護衣等個人防護用品更是高度仰賴中國進口。因此

為了預備今後疫情擴散時能確保充足的醫療用品，日本

政府將和超過400家企業合作，促進醫療用品的國產化腳

步，降低對國外的依賴。

此外，為了援助日本企業將供應鏈移回日本，日本政

府將設立規模達約2,000億日圓的基金，只要日本企業為了

避免生產過度集中在中國等特定國家/區域，而計畫在日本

整備生產據點時，就可獲得補助金，而補助對象包含生產

設備的導入、興建工廠等建物以及調查獲利性相關的費用

等，其中中小企業的補助率為2/3、大企業為1/2，且若是

計畫在日本國內增設或是新設口罩、防護衣、人工呼吸器

等醫療品生產據點的話，補助率將再提高。

當這場大流行結束時，帶來的一個持久變化可能是對

關鍵醫療物資錯綜複雜的全球供應鏈的重新思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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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官方發佈的數據顯示，3月25日，相對於2019年同期，中國對世界PPE的出口在2020年前兩個月僅下降了15％。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的這些醫療產品的出口下降小於其對世界國家的出口的下降幅度，同期下降了17％。中國向主要貿易夥伴出口PPE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
對歐盟的PPE出口僅下降了17％，而其他所有產品的出口下降了20％。

中國對美國的PPE出口僅下降了19％，略高於對歐盟PPE出口的降幅。實際上小於其對所有產品出口下降28％。

中國對世界出口個人防護設備成長情況
2020年1月及2月與2019年同期比較

資料來源：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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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供應鏈大遷移
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讓美國科技大廠加速移出中國，蘋果就是一個指標案例。蘋果正

調整其產品全球戰略走向分散生產地布局，未來必須讓自己產能更具彈性，以符合「多樣化生產」

的大趨勢。全球疫情大流行再次提醒科技公司：壓低成本固然重要，生產分散化和持續製造也很重

要。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依
據庫比蒂諾（Cupertino）公司發布供應商責任進展

報告書（Supplier Responsibility Progress Report），

2019年蘋果前200大供應商名單中，中國大陸和香港供應

商的數量達41家，首次超過美國和日本，在前200大供應

商的占比達2成，顯示中國大陸供應商在蘋果的供應鏈體

系的重要性越來越強。

蘋果中國供應商比例，2019年成長至47.6％
此外，蘋果公司資料顯示，僅僅在富士康一家的代工

廠數量便從2015年的19家增加到了2019年的29家。和碩聯

合的代工廠數量則從8家增長至12家。隨著蘋果公司的產

品線開始增加手錶、智慧音箱、無線耳機等，新的代工廠

也不斷出現。

更重要的是，蘋果公司的其他供應商，包括晶片、

玻璃、鋁製外殼、電纜、電路板等的公司，於2015年之

時，有高達44.9％供應商位於中國，到2019年比例成長至

47.6％。

20年來，蘋果在中國建構供應鏈
過去20年以來，蘋果一直依賴中國製造業。中國擁有

眾多技術工人來完成蘋果快速成長的訂單，而且在蘋果的

中國生產基地周圍也建立了廣泛而複雜的零組件、物流和

人才生態系統。根據蘋果網站揭露，在中國大陸依賴蘋果

業務約有500萬人，包括180多萬軟體開發和iOS應用開發

商。蘋果表示在中國大陸擁有10,000名員工。

近年來，蘋果公司的合約代工廠逐漸擴展到其他國

家，但是位於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商仍佔據大多數，甚至蘋

果供應鏈成員更是集中在中國大陸。很少有美國公司像蘋

果公司一樣與亞洲最大的經濟體綑綁得如此緊密。富士

康、和碩聯合、緯創資通以及其他蘋果合約代工廠一共在

中國雇用了近百萬工人組裝蘋果公司的產品。

考慮將15％至30％中國產品轉移到東南亞或其他地區
蘋果（Apple）過去多數產品都在中國組裝，但為了

減少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蘋果現在已經開始佈局多樣化

生產，也同步進行大規模外國投資。

自2019年貿易戰爆發之際，蘋果公司一直要求其產品

組裝代工廠，將15％至30％的中國產品轉移到東南亞或其

他地區。目前，考慮可將中國部分產能轉移到的國家，包

括墨西哥、印度、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其中，印度和

越南是智慧手機的首選地點之一。中國大陸以外的生產基

地，主要供應北美市場，約佔每年iPhone出貨量之37％。

據媒體報導，供應鏈主要供應商，都被蘋果要求評

估中國大陸以外的移轉選擇。包括：iPhone組裝商（富士



康、和碩、緯創）、MacBook製造商（廣達電腦）、iPad

製造商（仁寶電子）和AirPods製造商（英業達、Luxshare-

ICT、Goertek）。其他蘋果供應商，如印刷電路板和機殼

供應商，也都在密切關注這些主要裝配商轉移生產基地的

動向。

越南首季生產300萬到400萬套AirPods
去年，蘋果就顯現對越南市場的興趣。2019 年 6 月，

《日經新聞》報導蘋果正在考慮將15％∼30％的生產線移

出中國，而最有機會落腳的國家，不是印度就是越南。當

時中美貿易戰仍然水深火熱，但一位蘋果供應鏈高階主管

卻透露，不管貿易戰會不會落幕，蘋果都已經考慮將部分

產線移出中國，避免雞蛋通通放同一個籃子裡。

今年2月，蘋果更罕見地在投資者報告中指出，由於

中國疫情嚴重，全球 iPhone 供應鏈將受到影響，似乎更加

重蘋果決心降低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

據了解，蘋果公司今年本季將首次在越南生產300萬

到400萬副AirPods無線藍芽耳機，約占本季經典款AirPods

總產量的30％，顯示蘋果加速生產分散化的決心。但蘋果

去年10月推出的具有降噪功能的高檔AirPods Pro仍留給中

國工廠製造。這些舉措代表蘋果正在努力減少對中國工廠

的依賴。截至2019年底，蘋果的AirPods佔據36.5％的無線

耳機市場，為市場龍頭。

儘管一些穿戴式電子裝置去年來已遭美國政府加徵關

稅，AirPods系列產品大部分仍將在中國大陸生產。其他蘋

果重量級產品，如iPhone和MacBook，至今尚未被加徵關

稅，未來組裝地點主要仍在中國大陸。

iPhone將20％產能搬到印度
一直以來iPhone都是在中國進行最終組裝，而隨著組

裝成本的提升，蘋果公司如今正在考慮將iPhone的產能從

中國轉移到印度。蘋果先前便將iPhone XR、iPhone SE在

內種產線遷移至印度市場，藉此加深與印度政府合作關

係，並且換取能在印度市場深度發展機會。

據印度The Economic Times報導，蘋果與印度政府高

官商討論，預計未來5年內，透過蘋果代工廠（contract 

manufacturer）將中國當地約20％收益近400億美元的遷移

計劃至印度。

 第四十六期∣2020∣華商世界 21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蘋果有意利用印度政府提供的生產連動激勵措施

（production-linked incentives，PLI）計劃之好處，PLI計

劃鼓勵企業落實到印度本地生產。PLI將從2020年8月1日

開始實施，被形容為「印度政府有史以來執行最快的計

劃」。目前，富士康和緯創資通在印度生產包含iPhone在

內的Apple產品。也就是說，蘋果將利用現有代工廠在印

度生產價值達400億美元的智慧手機。同時，印度政府希

望將高科技製造業帶到印度，並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目前蘋果的產品在印度智慧手機內銷市場很小，此遷

移計畫主要用於協助蘋果所生產產品外銷出口之目的。專

家認為，這可能使蘋果成為印度最大的出口商，也就是僅

有15億美元的iPhone會在印度當地內銷，大部分400億美元

的智慧手機以出口為主。

2025年，印度手機出口額將超過1000億美元
專家表示，如果20％的iPhone從中國製造變成「印度

製造」，iPhone製造商將成為印度最大的出口商。一位印

度官員預計，到2025年，印度手機出口額將超過1000億美

元，相比之下，在2019年和2020年，印度製造的智慧手機

出口額只有30億美元。

印度8月將實施PLI，吸引大量外資
今年3月，印度政府批准一項針對大規模電子製造的

生產激勵計畫 （PLI，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

以加強電子元件、半導體和行動通訊領域的製造，提振國

內製造業並吸引大量外資，涉及手機製造和特定的電子

元件。印度政府估計，該計劃在5年內可以直接創超過20

萬個造就業機會，間接就業機會則將是直接就業機會的3

倍，與此計劃相關的總就業數量可能達到80萬個。

但是，PLI條款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印度對整個中

國及其他地區工廠用過的機器進行估價，通常核定為原售

價的40％，並且根據這些估價，審核商業企劃案。

印度政府官員表示，由於當前施政重點放在引導高科

技製造業進入印度，他們會研究所有制度和法律上的問

題，並加以改善。這項獎勵措施將從今年8月1日開始實

施，PLI堪稱「印度政府有史以來最快上路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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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市場，但其中

的蘋果手機只占2％，印度市場上多是一些低端智慧型手

機，而蘋果手機一直占據高智慧型手機的市場榜首。可想

認知，蘋果公司是不可能把全部的生產力轉移到印度。

蘋果投資百億於台灣龍潭蓋Micro LED廠
蘋果也擴大投資百億台幣，在台灣竹科龍潭園區蓋新

廠，鎖定Mini LED與Micro LED兩大新世代顯示器技術，

並攜手晶電與友達共同合作，未來將專供iPhone、iPad等

面板顯示使用。既可擺脫長期以來蘋果顯示器高度仰賴

韓、日等業者的問題，同時將新世代顯示器技術在台灣深

根。

印度、越南勞務成本低廉

過去幾年中國大陸的勞動成本不斷提升，相比之下印

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製造業逐漸發展，同時人口紅利

使得印度、越南的勞務成本僅僅是中國同樣工種的幾分之

一，這意味著蘋果在越南、印度可以通過更低的成本獲得

更高的利潤，這是符合企業本身的逐利原則的。

此外，「風險控制原則」就是盡最大的可能規避風

險，而對於任何企業來說也是如此，從元件供應鏈到生產

線都儘可能放在不同的供應商。將生產線分佈在中國、印

度、越南，這意味著蘋果能夠最大幅度降低生產風險，單

一地區出現臨時中斷，並不會從根本上影響蘋果iPhone的

生產。

全球疫情大流行再次提醒科技公司：壓低成本固然重

要，生產分散化和持續製造也很重要。

史上最複雜的「蘋果供應鏈大遷徙」

被譽為史上最複雜的「蘋果供應鏈大遷徙」，絕非易

事。若要興建生產據點，也必須與原物料及零組件廠商配

合，若無法配合進駐當地市場，製造商勢必要花更多成本

進口材料，因而可能延誤量產時間，導致交貨時程延宕。

蘋果供應商們承認，要把供應網絡複製至他處非常耗

時，選定一個地點後，至少需18個月才能開始生產，而最

大困難點「缺乏合格的技術工人」，只有技術熟練的工人

才能做出蘋果品牌的商品，且至少需要兩年或三年才會產

生網絡效益。未來，中國很可能仍然是蘋果最重要的製造

基地。

畢竟，在中國製造的iPhone或其他硬體只有20~30％運

送至美國（Macbook運送至美國的比例較大），蘋果如需

綜合考量成本、效率與資金運作等，仍受到離不開中國製

造帶來的優勢的影響！

「蘋果供應鏈大遷徙」正在發生中，若要生產線順利

運轉尚需1至2年時間，面對全球致命傳染病及貿易戰皆成

常態的情形下，供應鏈廠商也只能被迫去改變，才有機會

尋出一條活路。

Google、微軟生產線也相繼移離中國
其實，除了蘋果之外，Google和微軟等公司在經歷新

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國際斷線後，為減少生產所受危險，已

紛紛採取分算措施，將部分在中國的生產線移到越南和泰

國等地。

華爾街分析師指出，科技公司要將生產線移離中國並

非容易的事；其中像手機的組裝生產線比較容易，但是科

技產品零件製造，則一時之間難以移走。

據了解，Google今年4月將生產手機Pixel 4a，組裝生

產線已移到越南，而且生產線至少持續至下半年；Google

又已經要求泰國的合作夥伴公司開始生產Google的家居產

品，包括揚聲器等。微軟已將Surface筆電和桌面電腦生產

線移到越南，生產自今年第二季開始。至今為止，Google

和微軟的生產線仍全部設在中國。

組裝生產線易移，零件製造業難走

華爾街專家表示，組裝生產線可以容易移走，零件所

涉及的製造業則難以移走，並非短時間內就可移離。因為

中國的製造業已深入全球的製造業供應鍊，組成這個全球

供應鍊的中國公司，難以於短時間移走。

中國的製造業所生產的「完成產品」（ f in ished 

products）占全球產量的40％，而全球的零件供應鏈中的

60％都來自中國，要改變龐大數量的零件製造商，並非易

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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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供應鏈
得之可得天下

半導體，也就是晶片（芯片），推動了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同時也為全球經濟注入

活力。半導體的設計與製造涉及全球數十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產業

之一。

半導體是電子設備的關鍵組件，它推動了通信、計算、醫療、軍事系統、交通、清

潔能源和無數其他應用領域的進步。半導體新興應用更跨足車用電子、智慧製造、智慧醫

療、AI與5G。半導體的運算、聯網和感測器技術，是實現AI和5G應用不可或缺的關鍵，AI

和5G更是智慧運輸、智慧醫療、智慧數據、智慧製造、綠色製造和先進製造等領域不可或

缺的重要應用。半導體，是高端製造業的核心。

據IMF預測，每1美元半導體晶片的產值可帶動相關電子信息產業10美元產值，再繼

而產生100美元的GDP，這價值倍大化的效應奠定了半導體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隨著AI、5G驅動物聯網時代全面到來，全球半導體需求急速增溫，半導體供應鏈也

成為兵家必爭之關鍵因素。半導體供應鏈，真的是得之可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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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導體，雖然我們看不到它，但它無所不在，是我們

每天使用的技術工具背後的大腦；半導體，可說是

全球最錯縱複雜的產業。BBC在其製作講述產品打造全球

經濟的系列影片《世界製造：半導體——改變萬物的神奇

晶片》中如是說。

半導體，所有科技設備/裝置的基礎
過去六十年以來，半導體積體電路（ In tegra ted 

circuit：IC）晶片的發明帶動全球科技呈現跳躍式的發

展，翻轉所有想像空間，大大地改變人類的生活。

今日，生活中的科技裝置幾乎均以半導體為基礎，藉

由可編輯應用程式控制，執行多樣化的功能。半導體的應

用層面遍及智慧型手機、汽車、飛機、網路、雲端數據、

工業自動化、智能家庭與各式消費性電子產品。

越小的奈米製程技術，讓裝置更具功能與效率

90年代中期以來，晶圓代工技術持續突破，晶圓

中IC晶片的電路間隙持續縮小，從1997年的250奈米

（nanometer，簡寫nm；十億分之一公尺）縮小到目前最

新的5∼10奈米製程技術。當電路間隙縮小，一個晶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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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包含更多的電晶體，不僅耗電少、多功能，晶片處理

速度更快。隨著奈米製程技術進步，單一設備內部就能有

更多晶片組，讓裝置具備更多功能與更高效率。

台積電技術發展組織副總經理侯永清說：「市場追求

高效能、低功耗的產品，反映在半導體製程上，就是不斷

向奈米節點推進。」以台積電為例，除了將製程推進至7

奈米、5奈米製程外，也推出各種創新方案，設法協助客

戶在愈來愈短的產品開發週期中順利推出新品、搶得市場

先機。

 

半導體是數位化趨勢的關鍵支柱

隨著IC技術進步，人們更加依賴各種連接裝置與物

聯網（IoT）應用，使半導體成為數位化趨勢下的關鍵支

柱。在物聯網滲透率不斷提高下，人工智慧（AI）、第5

代行動通訊（5G）、雲端運算、工業自動化、智能汽車和

大數據分析的需求都在推動半導體業成長。

具有AI功能晶片在機器學習、醫療保健、安全性、高

性能運算和數據分析各領域的需求推動下，進一步帶動半

導體業的成長。2020年後，整個潛在市場規模預計將超過

1,200億美元。5G具備更高的數據運算效率、低延遲、大

晶圓代工製程技術的發展（奈米:nm）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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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容量及通訊和連接效率等多重優勢。至2025年，全球

5G連接總數預計將超過10億，覆蓋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居

住的地區。

過去五年，併購交易重塑了整個半導體行業

從2015年開始，隨著晶片行業整合的加速和大型供應

商達成交易以增加新產品和技術的交易，全球半導體市

場就掀起了一股「併購潮」，其中，2015年和2016年是歷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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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高點的併購年份。2015年至2019年間，這些收購協議涵

蓋了半導體公司、晶片部門、業務部門、開發團隊和產品

線、知識產權（IP）、製程工藝技術和晶圓廠。

但2019年是半導體界很不平靜的一年，雖然這年是半

導體併購史上第三大併購年，有30多項半導體收購協議，

總價值為317億美元，年增長22％。但是2019年全球半導

體市場疲軟，中美摩擦不斷，5月16日美國發動對華為制

裁，6月13日中國科創板正式開板，9月23日中國A股第一

半導體收購協議總價

＄77億
＄170億

＄95億 ＄118億
＄169億

＄1077億
＄1007億

＄281億

＄598億

＄259億
＄317億

年度平均
2010-2014=$126億
2015-2019=$588億*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由於2016年高通與恩智浦(NXP)半導體合併交易取消而降為$598億，因此平均也降為$506億)

因部分交易取消而降低(包含
高通與恩智浦NXP半導體合
併交易取消($390億))

資料來源： IC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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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破千億市值的半導體公司誕生（匯頂科技），再加上日

本對韓國半導體企業原材料管制等等。整體來看，2019年

的半導體界透過收購來鞏固或擴展市場地位，已成巨頭發

展的常態。

過去五年，併購交易重塑了整個半導體產業。未來，

隨著技術的發展與相互競爭，加上考慮成本、研發生產力

等因素，半導體企業還是會透過收購和晶片供應商之間的

合併來擴大規模，增強實力，進而提高競爭力。對該產業

的領導者來說，這也是一項重要的戰略。 

AI與5G改變半導體業的遊戲規則
物聯網、人工智慧（AI）、5G、工業與服務型機器

人、智慧城市、智慧生活用品、汽車電子、高速運算等方

面之應用，皆需要半導體產業作為其後盾。

未來五年，5G及AI將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每個面向，

其中科技業首當其衝。因應5G及AI的各種應用即將落地，

麥肯錫顧問公司大膽預估，半導體產業從AI獲得的產值比

重將大大提升。過去幾十年的PC和智慧手機時代，半導體

業占個人電腦或手機的總產值僅20∼30％，但接下來的AI

時代，半導體產值將一舉提高到40∼

50％。這是因為未來AI相關的應用，

將大幅仰賴儲存、記憶、邏輯、網通

等各式各樣的晶片。

此外，5G帶來的變革更受到半導

體業高度重視。5G行動通訊將對業界

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僅將催生全

新的產品和服務，5G智慧手機、車連

網、智慧城市等各種需求都將大量爆

發。

面對商機無限的未來，AI與5G也

開始改變半導體業的遊戲規則，在AI

與5G的大未來之中，各式各樣的物聯

網裝置，包括智慧家庭、智慧城市、

遠距醫療、車聯網、工廠自動化……

等等，各種應用類型百花齊放，且各

自有其特殊的儲存、運算及功耗需

求。因此，不同應用場域的晶片，也須要不同的架構和特

性。

海思躋身全球半導體前十大

 半導體研究調查機構IC INSIGHTS發布2020年第一季

度全球十大半導體（IC和OSD，OSD是光電器件、傳感器

和分立器件的縮寫）銷售排名，前十廠商分別是英特爾、

三星、台積電、SK海力士、美光、博通、高通、德州儀

器、英偉達和海思。

 全球半導體銷售額2019年達4123億美元
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SIA）4月發布的2020美國半

導體行業報告《2020Factbook》，半導體行業是全球經濟

的關鍵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全球半導體銷售額從1999年的

1494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123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

為5.21％。

根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WSTS）2019年秋季半導

體行業預測，全球半導體行業銷售額預計2020年達到4330

億美元，在2021年達到4600億美元。美國公司擁有最大的

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十大半導體銷售排名
排名 廠商 銷售額(億美元) 銷售年增率(%)

1 英特爾 195.08 23

2 三星 147.97 15

3 台積電 103.19 45

4 SK海力士 60.39 0

5 美光 44.95 -12

6 博通 41.10 -2

7 高通 40.50 8

8 德州儀器 31.64 -7

9 NVIDIA 30.35 34

10 海思 26.70 54

資料來源： IC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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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份額，達到47％。其他國家／地區的行業在全球市場

中占有5％至19％的份額。在所有主要的國家和地區半導

體市場中，美國公司還占據了銷售市場份額的領導地位。

美國半導體公司約占全部半導體晶圓製造能力81％
美國半導體公司約占全部半導體晶圓製造能力的

81％；亞太地區的半導體公司占美國產能餘下的大部分，

約為10％。約有44％的美國公司的前端半導體晶圓產能位

於美國；其他依次是新加坡、台灣、歐洲和日本。2019年

美國半導體出口總值為460億美元，在美國出口中僅次於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飛機、成品油、原油和汽車、排名第五。半導體在所有電

子產品出口中占美國出口的最大份額。近年來，全球半導

體行業的最大領域是邏輯晶片、存儲器、模擬晶片和微處

理器，這些產品在2019年占半導體行業銷售額的76％。

亞太地區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

亞太地區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中國占亞太地區

市場的56％，占全球總市場的35％。該數據僅反映半導體

行業向電子設備製造商的銷售情況，電子設備製造商隨後

將包含半導體的最終電子產品運往世界各地。

2019美國公司佔47％半導體市場

 資料來源：美國半導體協會(SIA)2020年4月發布《2020Factbook》

2019年，美國半導體公司約占全部半導體晶圓製造能力的81％
亞太地區的半導體公司占美國產能餘下的大部分，約為10％

資料來源：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

                    2020年4月發布《2020Fac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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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高科技工業領域中，美國半導體行業的研發支

出比率最高。根據2019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行榜，就研

發支出占銷售額的比例而言，美國半導體行業僅次於美國

製藥和生物技術行業。

美國憂心自主半導體供應鏈的不完整

晶片是美國發明的，但晶片製造這個產業早已遍及全

球。據SIA估計，到2030年，中國在全球晶片產能中的份

額預計將倍增，達到28％左右，但這包括總部設在中國的

外國公司的晶片產能。

英特爾（Intel）、格芯（Globalfoundries）等一些總部

位於美國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晶片製造商，但國外的補

貼政策促使它們將生產線轉向亞洲、以色列和愛爾蘭，因

此這些公司只有12％的晶片是在美國國內生產的。

中美兩國都希望主導半導體產業

隨著新冠疫情凸顯美國倚賴亞洲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

性，以及國防工業可從境內採購先進晶片不足的擔憂加

劇，美國加大「去華為化」動作，一方面針對全球最大通

信設備製造商和第二大智慧手機供應商的中國華為，進行

無限上綱的晶片採購圍堵政策；另一方面也要求盟國將華

為排除在5G網路建設之外。

此外，更要求諸如台積電、英特爾和三星等晶片製造

商赴美設廠，目標是美國半導體全面自給自足。與此同

時，中國政府對其半導體產業進行巨額投資，設立290億

美元基金來推動該產業的發展。中美兩國都迫切想建立自

組可控的半導體產業鏈。

美國與華為之戰將對科技業帶來更深遠的影響。這場

科技戰爭必然會傷害晶片產業的原有生態。美國利用自

己的科技影響力，最後是否會反而傷害了最初孕育這股影

響力的美國霸權地位？此外，中國因此更加速半導體產業

鏈，是否就能達到自主供應能力？

半導體供應鏈，得之可得天下

半導體晶片存在於智慧手機、計算機到衛星和導彈系

統中，幾乎是所有電子產品和設備中的關鍵零件。隨著

AI、5G驅動物聯網時代全面到來，全球半導體需求急速增

溫，半導體供應鏈也成為兵家必爭之關鍵因素。誰能主宰

關鍵因素，誰就能大聲。半導體供應鏈，真的是得之可得

天下！華

2019年約44%美國公司的半導體晶圓產能位於美國
其他依次是新加坡、台灣、歐洲和日本

資料來源： 美國半導體協會（SIA）

                   2020年4月發布《2020Fac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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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美科技戰中，中國科技大廠--華為，一直是美國

心中的一塊石頭，因為華為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通信

設備製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機供應商。華為過去數十年的

布局，已經完成從市場、規格到成本競爭各方面的部署；

5G，正是華為實現其全面接管全球行動通訊市場的關鍵一

役。尤其，歐洲國家擁抱華為，成為美國圍堵華為的一大

破口。

此外，中國本土晶片製造商的排名正在竄升，根據IC 

Insights，華為支持的海思半導體在2020年第一季銷售額也

已躋身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廠之列。

半導體製造長期被視為關鍵產業，近年來美國的半導

體製造能力相對於其他國家一直停滯不前，引發美國可

能落後的憂慮。新冠疫情更加重美國政府及企業對全球供

應鏈可能中斷的憂心。因此，美國政府正全力應對雙重挑

戰：降低美國對亞洲科技產品的依賴，以及提升對中國大

陸的競爭力。

華為優勢，讓美國備受威脅

華為掌握5G標準，但西方公司受限於資金，進展有

限。因此當行動通訊需求變高時，從2G到4G都掌握技術

領導權的西方公司才驚覺，5G的技術領導權已經旁落了。

因此，在5G設備上缺乏戰力的美國，一方面在國內以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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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了確保在設計和製造尖端半導體晶片方面保持優勢，做出兩大政策方向：限制中國採購

以及厚實自己的晶片生產力，以有效地與中國競爭和降低對亞洲供應鏈的依賴。但此禁令是否真能

達到預想目的？還是會如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報告預測，若持續與中脫鉤，最終美國將破壞自
己在半導體產業的領導地位，並促使中國成為全球領先者？

美國對中國
半導體圍堵禁令的豪賭

問題為核心對中國科技界出手，另一方面則希望自組半導

體國家隊：一個 5G 時代，分裂成兩個世界。

美國對中國科技技術發動封鎖，除透過緊縮源自美國

技術比率，限制採用美半導體設備晶圓廠出售晶片給華

為，也考慮以微量原則，任何採用美國技術的晶圓廠，未

來銷售晶片給華為都需美方許可。

2019對華為發動第一波禁令
一年前，美國商務部官員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將華

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國內高科技業者販售

產品給中國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設備製造商─華為，旨

在切斷華為與一些美國半導體製造商的聯繫。其實，美國

是擔心中國科技力與日俱增。

但這項禁令最終顯得積弱無力、漏洞百出，讓華為靠

著換供應商，並向非美國工廠購貨，躲過了最嚴重的衝

擊。例如，高通和英特爾公司等美國企業仍有可能向華為

供應一些在海外生產的晶片。

2020華為禁令再升級，以限制中國技術發展
今年5月，美國再次宣佈對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實施新

限制，新祭出的措施直攻要害：一群設在美國、產品難以

替代的晶片設備廠商，以進一步打擊其半導體晶片供應。



5月14日，針對中國5G，美國決定延長去年頒布的

行政命令一年，禁止美企採購華為、中興通訊等中企產

品。隔天（15日），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灣「護國神

廠」——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簡

稱：台積電）宣布，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約120億美

元，興建一座5奈米晶圓廠，預計2021年動工、2024年量

產，規劃月產能2萬片晶圓。台積電赴美設廠，讓美國對

半導體供應鏈更安心。

同日，美國政府再出招，依據新規定，廠商在製造提

供給華為的產品時，不得使用任何美製設備。目標對象

是提供華為服務的晶圓廠，像是台灣台積電、中國中芯國

際。

由於所有大型晶圓廠多少都會用到美國製的設備，新

規定的結果就是讓華為動彈不得，等同實施技術封鎖。同

時，要求採用源自美國商業控制清單（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中的技術、軟體、設備；或是依照這些設計規

格而生產製造的晶片，都必須取得許可方可供貨給華為。

這意味著，無論是否美國企業，只要在產品中使用了

美國技術，向華為出口時都需要許可證。譬如，美國將

有能力禁止台積電向華為旗下的晶片設計部門海思半導體

（HiSilicon）銷售半導體產品，也可以阻止設在中國和韓

國但使用美國晶片製造技術的製造廠向華為出售產品，或

向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供貨。新規定允許已在生產的晶

圓出貨給華為，前提是在15日算起的120天內完成出貨。

晶片組必須在15日前就已進入生產過程，否則不符條件。

雖說再度升級禁令，但美國商務部同時也宣布再次展

延對華為的臨時通用許可（展延90天），而且很可能是最

後一次展延。此展延，是為了讓使用華為商品的美國自家

人，能有因應時間，甚至趁機「跳槽」、改用別家商品。

在這段展延期間，華為必須繼續維護與支援美國既有的網

路、設備、手機等（特別是對農村地區）。

這些禁令，看似要讓華為斷炊，卻同時又有一些例外

（像是再度展延），實際目的還是以限制技術發展為主，

讓中國科技發展窒礙難行，但又不會影響美國企業。

美國三大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控制全球45％市場
按收入衡量，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Inc., 

AMAT）、泛林集團（Lam Research Co., LRCX）和科磊

（KLA Corp.）這三大美國半導體設備製造商控制著全球

約45％的市場，全球晶片裝配線使用的大部分設備都採用

美國技術。此外，將近85％的半導體製造商使用美國軟體

設備公司益華（Cadence）、新思（Synopsys）與明導國際

（Mentor）的產品，也就是說在軟硬體方面，幾乎很難找

到能跟華為合作的廠商。

台積電與中芯國際都倚重美國製造設備，美方新規定

對這兩家晶圓代工廠供貨華為影響特別深，同時也可能將

損害應用材料、科磊及科林研發等半導體設備廠及IC設計

軟體業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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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半導體設備廠商前10強營收排名

2019排名 2018排名 公司 總部 2018年 2019年 年增

1 1 應用材料�Applied�Materials 美國 12874 11049 -14.18%

2 4 艾司摩爾�ASML 荷蘭 9911 10800 8.97%

3 2 東電電子�Tokyo�Electron 日本 11639 10388 -11.18%

4 3 泛林半導體�Lam�Research 美國 10871 9549 -12.16%

5 5 科磊�KLA 美國 3320 3913 17.86%

6 7 SCREEN半導體 日本 2239 2200 -1.74%

7 6 愛德萬測試�Advantest� 日本 2539 1853 -27.02%

8 8 ASM太平洋�ASM�Pacific� 新加坡 2206 1770 -19.76%

9 9 泰瑞達�Teradyne 美國 1492 1553 4.09%

10 10 日立高科�Hitachi�High-Tech� 日本 1335 1412 5.77%

合計 58426 �54437 ����-6.83%

數據來源：芯思想研究院 (ChipInsights) 2020年2月                                                               資料來源: IC Insights



32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六期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新禁令對美國晶片製造設備行業不利

美國半導體設備生產商在這一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

這些公司的銷售額約佔全球總銷售額的45％，國際半導體

產業協會（SEMI）預計，該行業今年的全球銷售額為580

億美元左右。預計美國公司今年將向外國半導體工廠出口

約210億美元的製造設備。

美國將華為拒之門外，意味著美國晶片製造商及其

供貨商會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收入。眼下中國公司日

漸成為晶片的最終買家。高盛（Goldman Sachs）數據顯

示，去年僅華為一家公司在全球半導體消費量中的佔比

就達5％左右。聯想集團和小米集團等中國企業也是晶片

的主要買家。華為與美光科技公司（Micron）、高通公司

（Qualcomm ）和英特爾公司（Intel）等美國半導體製造

商有業務往來，其他一些公司也向華為提供了價值數十億

美元的零件。

新禁令可能會促使非美國工廠轉而採購美國以外地區

的晶片製造設備，這對美國晶片製造設備行業是不利的。

中國33家機構和個人納入實體清單
此外，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5月22日宣佈再將中國的33家機構和個

人納入實體清單。一旦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該機構想和

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獲得美國相關的產品和技術就非

常困難。此外，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企業在與歐美各國的國

際貿易方面都會遇到較大的困難。

華為去年5月中旬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海

外銷售業績遭到嚴重打擊，華為揭露去年度財報顯示，

因實體清單減少了120億美元的營收。根據《日本經濟新

聞》報導，受到制裁的華為無法從美國採購後，美國產零

件大幅減少。以華為最高端機型Mate30 5G版為例，中國

產零件從25％上升至42％，而美國產零件則從11％滑落至

約1％。

積極籌攬半導體企業在美擴大設廠

美國眾議員Michael McCaul表示：「尖端半導體晶片

是美國未來安全和經濟競爭力的關鍵。」積極鼓勵晶片製

造商在美國設廠並製造先進的半導體晶片。此外，CNN也

曾報導說，增加更多美國國內半導體製造，有助於美國維

持領先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態勢。

台積電、英特爾、三星電子為目前全球擁有最新進半

導體製程技術的三家廠商，美國官員透露，台積電強大的

先進製程實力，讓美國特別擔心對台灣的依賴。

目前，台積電已確認將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約120

億美元，興建一座5奈米晶圓廠，預計2021年動工、2024

年量產，規劃月產能2萬片晶圓。台積電生產鏈在美國，

對美國而言，便能防止華為逃避美國的出口管制，也能避

免華為利用美國的技術，危及國家安全。此外，美國有意

幫助韓國三星電子擴大在美國的合同製造業務，以生產更

先進的晶片。三星電子已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有一家晶片

工廠。此外，英特爾執行長Bob Swan表示該公司已準備好

與五角大樓合作建設一家商業晶片代工廠。

美半導體業爭取聯邦補助．打造美國半導體國家隊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也加強遊說，向聯邦政

府爭取370億美元的建廠和研發補助，以力保美國的技術

繼續領先中國等高額補貼晶片業的國家。產業界解讀，這

無疑是想要透過補助打造美國半導體國家隊，提高國內生

產比例。

SIA提建議370億美元補貼草案，包括150億美元協助

各州爭取半導體投資，另外170億美元用於增加基礎研

究、應用研究資金和新的技術中心，以及投入50億美元聯

邦資金補助興建一座半導體新廠，由政府與民間企業合資

及營運。今年四月，美國晶片大廠英特爾執行長Bob Swan

曾致函國防部官員，提議與五角大廈合作興建及營運半導

體廠。

SI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John Neuffer表示：「半導體對

美國經濟韌性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因此顯而易見美國將

加大對國內晶片行業的投資。」

美國是半導體巨人，擁有中央處理器雙雄英特爾、超

微，手機處理器晶片霸主高通，以及類比IC龍頭德儀、網

通晶片大廠博通等大廠。業界認為，美國進一步扶植強化

自家半導體業是預料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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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外策略一：提供金援使用「非華為」5G
網絡替代供應商

美國還採取了其他舉措，包括向發展中國家的無線運

營商提供貸款，使這些運營商能從中國以外的供應商處購

買設備，試圖以此扶持華為的競爭對手。

一位美國官員表示，華盛頓「與所有國家都有接

觸」，並計劃通過新授權的政府機構和行動計劃向發展中

國家提供金融援助以便讓他們使用5G網絡的替代供應商。

美國2019年對舊有機構進行整合後創建「美國國際開發

金融公司」（DFC），旨在援助發展中國家並推進美國的

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目標。DFC的資金規模高達600億美

元，DFC 打算資助 5G 等新興科技，協助各國興建網路、

參與頻譜競標，藉此和中國競爭。

此類金融援助將幫助外國的無線運營商從華為的競爭

對手那裡購買設備，這些競爭對手主要包括瑞典的愛立信

（Ericsson）、芬蘭的諾基亞公司（Nokia ）和韓國的三星

電子（Samsung ）。目前已承諾向非洲的通訊和互聯網投

資10億美元，其中包括援助一家無線運營商擴大服務。

美國對外策略二：組織「非華為聯盟」

美國控告華為竊取商業機密，並拉攏歐洲國家對其施

加壓力，要求盟國將華為排除在5G網路建設之外。美國升

級海外企業對中國通訊設備龍頭華為的限制，讓海外市場

對華為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

英國甚至計劃2023年全面將華為自英國國內5G建設徹

底排除，還聯合德法日韓等國共組「D10聯盟」，降低對

中國的通訊設備、戰略物資依賴。「D10聯盟」由美國領

軍，包括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及澳

洲、印度和南韓。

英國首相強生還需考慮華為是否會危及英國在五眼

聯盟（Five Eyes）中的關係。五眼聯盟是一個情報分享聯

盟，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他

表示：「如果有基建項目會損害我們的國家安全或損害我

們與五眼聯盟情報夥伴合作的能力，那麼作為英國首相，

我不希望建設這類基礎設施。」

這些不僅是正在發展5G的國家，也是全球具代表性的

強國。它們致力擺脫中國影響力的做法，引起全球關注。

創新帶動競爭力 鞏固美國市場的領導地位
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在今年3月9日發布一

份題為《對中貿易禁令恐將終結美國半導體產業領導

地位》（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的研究報告，詳細梳理全球半

導體供應鏈每個環節的各國實力。

美國現今在全球半導體居領先地位
全球半導體產業市場配額（全部半導體銷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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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報告     中文翻譯引用自《商業周刊》雜誌1697期

報告指出，美國半導體行業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歸功於

大量研發投資帶來的卓越技術和產品創新。半導體是由高

度先進的製造工藝生產的高度複雜產品。過去的十年中，

美國半導體行業在研發的投資為3,120億美元，僅在2018年

一年就達到390億美元，幾乎是全球半導體研發總投資額

的兩倍。大規模的研發工作帶來卓越的技術和產品，也帶

來更高的市場份額及更高的利潤率，也助長了競爭力。

 美國半導體公司一直將其收入的約17％∼20％用於研

發，大大高於其他地區的半導體公司的7％∼14％。實際

上，2018年美國半導體公司的研發強度水平在美國經濟所

有部門中排名第二，僅次於製藥/生物技術部門。

美國半導體產業在2018年的全球產品收入約為2260億

美元，遠大於其他競爭地區的半導體產業。它的規模是韓

國半導體產業的兩倍，是日本的五倍，是歐洲的六倍，是

中國的十五倍。

開放國際市場是規模發展的關鍵要求，因為美國國內

市場僅占全球半導體需求的不到25％。美國約80％的行業

收入來自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出口市場的銷售，其中中國約

占全球需求的23％。此外，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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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按價值計算，半導體是2018年美國第四大出口產品，

僅次於飛機，成品油和原油。 

限制半導體對中貿易將永久損害美國半導體產業

波士頓報告針對兩種情況進行評估，第一種假設是

「美國維持現有的對中國出口限制和技術管制」，第二

種假設是「徹底終止雙邊技術貿易、技術領域對中國脫

鉤」。

評估結果顯示，在前者的假設前提下，影響將在2∼

3年後顯現，3∼5年後美國半導體企業從中國市場獲得的

營收將減少55％，全球市場份額下降8％，全球營收減少

16％，研發投入下降13％∼25％。

若是後者的假設情況發生，中美出現「脫鉤」，那麼

影響將在禁止決定作出後立刻產生，3∼5年後美國半導體

企業徹底退出中國市場，其全球市場份額下降18％，全球

營收減少37％，研發投入下降30∼60％。

無論是維持現有對華出口限制還是技術領域徹底對華

「脫鉤」，都將在未來幾年導致美國半導體企業的全球

市場份額和營收大幅下降。而企業收入大幅減少，必將導



致創新研發投入不足，並在美國半導體行業造成15000∼

40000個高技術人才流失。

 

中美完全脫鉤．長期看將促使中國成為全球領先者

波士頓（BCG）報告中提出警告，若完全切斷與中國

的技術往來，短期來看會將美國的市場主導地位拱手讓給

韓國，長期看還可能使中國成為全球領先者。根據這項研

究，如果停止向中國出口美國的晶片和晶片製造設備，而

中國禁止進口美國電子產品和軟體，則美國企業的年銷售

額可能損失830億美元，佔2018年美企總銷售額的逾1/3。

該報告稱，這一衝擊會比中國力促晶片自給對美國公司的

影響更為嚴重。

BCG報告指出，從《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來看，中

國本身就力爭推動將美國在半導體市場所佔份額從2018年

的48％降低至43％。報告指出，由於美國增加了貿易限

制，進一步的脫鉤可能會導致美國在全球晶片銷量中所佔

的份額下降至30％。

長遠來看，美國法規可能會迫使全球晶片製造商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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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切斷與中國科技公司的所有業務聯繫，或者停止

使用美國設備製造晶片。鑒於中國科技行業的增長，晶片

製造商可以選擇後者，從而創建一個完全與美國分離的新

型半導體製造業。這將使美國科技公司走上停滯不前的局

面，破壞全球科技生態系統，並有可能破壞美國在半導體

行業的領導地位。

真正的贏家可能是第三方．亞洲或歐洲國家

在討論中美兩國誰會是最後贏家之際，《華爾街日

報》在《美中兩國可能都不是晶片之爭的真正贏家》一文

中表示：中國和美國都希望在晶片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正

在將大量資源投入各自的產業。但如果雙方都堅持以零和

的眼光來看待競爭，那麼真正的贏家可能是第三方——亞

洲或歐洲國家，這些國家將從研發撤離美國中受益，同

時，華為和其他希望對抗美國未來出口限制風險的中國買

家，將給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的銷售收入。

戰爭往往會兩敗俱傷，即使是紙面上的貿易戰爭也是

如此。華

中美摩擦將顛覆美國在半導體的領導地位
限制中國取得美國科技

2018
(基期)

中國製造
2025計畫

情境1：
維持現狀

情境2：
中美技術脫鉤

中國客戶
對美國半導體收入影響

--
減少15%～40%
(由中國供應商取代)

減少55%(中國代工廠積
極使供應商多元化)

減少100%(完全關閉中
國市場)

衝擊美廠所需時間 -- 5年以上 絕大部分在2-3年內發生 禁令下達立即產生衝擊

美半導體全球市佔 48% 43%～46% 40% 30%

與2018年基期相比 -- 減少2～5個百分點 減少8個百分點 減少18個百分點

美半導體全球營收
(億美元)

2,260 2,050～2,200 1,900 1,430

與2018年基期相比 -- 減少3%～9% 減少16% 減少37%

美國研發投資(億美元) 400 360～390 300～500 160～280

與2018年基期相比 -- 減少2%～10% 減少13%～25% 減少30%～60%

全球市場領導力 美國 美國 美國
韓國(近期)
中國(長期)

     資料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報告     中文翻譯引用自《商業周刊》雜誌1697期



華
為CEO任正非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被問

及華為準備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戰，任正非說：「我

們沒有美國是能生存得下來的。」

出口禁令和招攬台積電赴美，勢必會打擊到中國搶佔

5G的領先地位。這些措施就算沒有撼動中國在5G的領先

地位，仍會明顯減緩其技術創新。在美國對中國大陸半導

體產業步步進逼態勢下，中國除了尋找替代採購方案外，

也將加速國產化替代方案，走向半導體自主化發展。

華為以「替代採購」與「研發並舉」策略因應禁令

在中美貿易戰中，去年華為被美方列為實體名單，禁

止華為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從Alphabet Inc.旗下的Google

等一系列美國供應商那裡購買產品。今年第二波華為禁令

則禁止使用美國軟體和技術的外國半導體製造商，在沒有

事先獲得許可情況下向華為供貨。

雖然華為在去年有效地繞過了禁令，從美國供應商那

裡購買總價值為187億美元的技術，但華為還對自己的技

術研發進行投資，以應對這一變化，包括加快自己晶片的

研發和重新設計眾多產品。這類投入讓華為在被列入實體

清單後，業務得以不中斷。華為主要為自己的智慧手機和

移動網絡設備生產半導體。

華為相當清楚未來命運，因此在政府全力奧援下，加

速啟動去美化戰略，尋找解套方法。正如華為美國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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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度依賴進口高端晶片，每年進口超過2千億美元的晶片，2019年更是高達3千億美元，超
越作為戰略物資的原油，成為進口重點商品價值排名第一。在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步步進逼態勢

下，中國除了尋找替代採購方案外，也將加速國產化替代方案，走向半導體自主化發展。

中國
積極發展半導體自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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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官Andy Purdy表示，華為以「替代採購」與「研發並

舉」的策略來應對禁令，一方面尋覓可代替美國的新供貨

商，另一方面自主研發技術。這也是中國在面對美國步步

逼近的威脅下，所進行的國家方針。

華為成功取得替代零件‧美國孤立華為策略未奏效

過去一年，美國政府一直試圖破壞華為公司出售其第

五代或5G技術以及購買生產該技術所需的組件的能力。儘

管他們持續壓迫，但華為去年的收入仍增長了19％以上。

華為已從其他地方成功地採購能取代美國的零件，且

華為擺脫對美國零件依賴的努力不僅限於智慧手機方面。

華為表示，該公司目前可以在完全不使用美國產零部件的

情況下製造5G基站。5G基站是部署超高速5G蜂窩網絡的

關鍵設備。這表明美國試圖孤立華為的策略沒有奏效。

相對地，美國晶片企業損失的利潤極高。自去年美國

商務部將華為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在未獲

得許可情況下向華為供應美國技術後，Qorvo、思佳訊和

博通等幾家美國晶片製造商的利潤即受到嚴重影響。博通

（Broadcom）表示，在美國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頒布出口

禁令之後，該公司2019年收入將比預期減少20億美元。

華為一直依賴美商Qorvo和思佳訊（Skyworks）等供

應商。Qorvo生產用於連接智能手機和信號塔的晶片，思

佳訊也生產類似的晶片。華為還使用博通和Cirrus Logic供



應的零件。博通是藍牙和Wi-Fi晶片的生產商，Cirrus Logic

生產音檔晶片。雖然華為沒有完全停止使用美國晶片，但

已經減少了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並且在2019年5月以來

推出的手機中不再使用美國晶片。

但華為在供應鏈方面仍有一個巨大的薄弱環節。華為

的智能手機搭載Google的Android操作系統，並採用了多個

Google開發的應用。雖然Android是開源軟體，可以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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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但YouTube、Google地圖和Google Play應用商店等關

鍵應用並非如此。

中國加速陸晶片領域全國產化替代

美國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的層層管制，起源於美國官方

鎖定抵制中興、華為兩大廠。目前美國占全球50％以上的

晶片市占率，中國大陸則一年要消耗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

晶片，美國每年賣到中國的晶片達1,500億美元左右，一旦

中國大陸半導體業者崛起，這1,500億美元恐將大幅縮水。

此外，美國對中國半導體步步進逼，也加速中國晶片

領域全國產化替代。例如在晶片代工領域，目前華為已和

中芯國際合作，推出第一款晶片麒麟710A，預計後續會推

出更多。

中芯國際在上海科創板上市

華為主要產品（5G網絡與智慧型手機）都必須仰賴晶

片，然而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晶片生產卻仰賴台積電。華

為智慧型手機晶片，有98％由台積電生產。在美國5月發

布新華為禁令後，台積電已很難再為華為生產相關晶片。

當台積電替華為海思代工也被禁止，華為最快速的解

決方案，是找例如中芯等中國晶圓代工。中芯國際是中國

境內最大晶圓代工廠，但中芯國際恐怕沒有足夠技術，可

完全取代台積電為華為代工生產的晶片。因此，若用中芯

國際不是毫無解法，只是一定會犧牲掉部分品質跟性能。

此外，中芯在設備上也需仰賴應用材料等美系大

廠，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體亦由美國新思科技

（Synopsys）、益華電腦（Cadence）及德國明導國際把持，

合計市佔率高達8成。而ASML雖來自荷蘭，但出貨恐怕也

需看美方態度，中芯軟硬體都無法真正斷離美系業者。

華為擺脫對美國零件的依賴
自從美國限制華為智慧手機使用美國技術以後，華為大量使用非美國供
應商，並用其他地方的配件取代美國零件。

電源管理晶片:
協調電源使用最大化電池壽命

天線開關:
改變蜂窩網絡頻率以在你四處移
動時保持網路聯繫

禁令前的手機*

禁令後的手機＃

禁令後的手機＃

禁令前的手機*

美國
安德森半導體

中國
海思

台灣
聯發科

美國
Qorvo

美國
Qorvo

美國
Qorvo

美國
思佳訊

中國
海思

日本
村田

中國
海思

中國
海思

WIFI和藍芽晶片:
處理與互聯網及耳機等無線設備
的連接

音頻放大器:
將電信號轉換為你可以聽到的音
頻

功率放大器:
將你的聲音和數據轉換為發送至
信號塔的無線電信號

禁令前的手機*

禁令前的手機*

禁令前的手機*

禁令後的手機＃

禁令後的手機＃

美國
博通

中國
海思

中國
海思

恩智浦半導體
海思

美國
思佳訊

中國
海思

美國
Qorvo

美國
思佳訊

美國
博通

禁令後的手機＃

美國
Cirrus Logic

＊禁令前的手機指華為的P10 Plus and Mate20

＃禁令後的手機指華為的Mate20X 5G、Y9Prime, Mate30

數據來源：瑞銀、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iFixit

近年來中芯國際在中國大陸的情況

整府補貼 國家產業基金扶持 中芯國際國內訂單增長

．從 2 0 1 6
年的0.09億
美元提升到
2019年的2.9
億美元。

．�國家集成電路產
業基金向中芯
國際子公司注資
9.46億美元；
．�上海集成電路產
業基金向中芯國
際子公司注資8
億美元。

．	從2010年的27.6%大陸營
收增長至2019年59.4%；
．�華為低端機型榮耀Play4T
採用中芯國際的14nm工
藝。隨著美國對華為斷供
升級，華為有望將訂單從
台積電轉向中芯國際。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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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建立替代性的非美國供應商
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報告

報
告指出，中長期來看，如果中美「脫鉤」發生，中國可能會成功發展出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內半導體行業，能

夠滿足國內絕大部分需求，但這需要時間和大規模投資。例如，在太陽能電池板、液晶顯示器和智慧型手機

等科技產品上，中國僅用5∼7年的時間迎頭趕上。但半導體行業技術壁壘多，可能所花時間稍長。舉例來說，韓

國和台灣經過10∼20年的時間，才成為內存和晶圓製造的全球領導者。

即使中國不得不進口高性能處理器來替代源於美國技術的CPU、GPU和FPGA，中國半導體公司可能最終能滿

足國內幾乎所有其他半導體產品的需求。這樣做會使中國自給率達到85％。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半導體行業全球

份額將從3％增長

到30％以上，取代

美國成為行業領導

者。

估計，中國目

前已經建立替代性

的非美國供應商，

無論是國內還是其

他地區的供應商，

這些供應商在2018

年約占其半導體需

求的73％。

不過，中芯國際在香港上市股票今年以來已上漲

43％，預計會有更多來自其他中國公司的訂單。

此外，根據上海證交所6月1日公告將在科創板上市國

際招股書來看，中芯國際將籌資200億元人民幣，用來建

造14奈米的12晶圓生產線。且在短短4天，中芯國際就回

覆上海證交所科創板首輪問詢。

 海思躋身全球前十大半導體供應商

華為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生產商，也是全球第二大

智能手機供應商。華為透過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海思半導

體成為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半導體生產商之一。華為自己

的晶片已廣泛應用於該公司各項業務，包括網絡基站、智

能手機和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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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海思銷售額接近27億美元，同比增長

54％，業績大幅增長讓海思首次進入全球半導體廠商前十

的行列，也是中國第一家公司達到此一高度。毫無疑問，

海思的成績得益於母公司華為的強勁推動。IC Insights表

示，海思銷售額的90％以上都來自於華為，其中推動華為

海思營收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還是華為手機。在2019年

5月份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後，海思積極提高晶片自

主化程度。海思除了為華為手機研發手機晶片之外，也開

始研發智資料中心晶片、人工智慧晶片、影像處理晶片、

物聯網晶片等，而且華為手機也將所採用的海思晶片比例

提升到五成以上。此外，海思一直低調擴張客戶版圖，該

公司在去年10月已開始為公開市場提供4G晶片，這可能也

是讓該公司躍升全球第十大半導體供應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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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立規模逾2,000億的新國家半導體基金
半導體產業進入一個新的競爭態勢，在地緣政治的相

互角力下，成為中美貿易戰後半場的主角，而政府給予自

己國家半導體廠投資補助或補貼，已變成合情合理的事。

多年來，中國一直努力扶持半導體產業，以便更能自

給自足。中國試圖縮小與美國之間的技術差距，為支持國

內製造商，推出針對企業的補貼和減稅措施。為打造本土

半導體產業鏈，中國在2018年10月22日成立規模達人民幣

2,042億元（合288億美元）的大基金二期，主要聚焦集成

電路產業鏈佈局，重點投向晶片製造及設備材料、晶片設

計、封裝測試等。

台積電5月15日閃電宣布赴美設立5奈米晶圓廠後，中

國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也火速公布，大陸國家大基金二

期與上海集成電路基金二期，同意分別向其旗下晶圓廠中

芯南方分別注資15億美元與7.5億美元（合計共約人民幣

160億元）。

這些國家半導體基金顯示出中國決心減少對美國技術

的依賴，並扶植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決心。

中國產業對外的依賴度仍然很高

半導體產業中，晶片製造的設備和材料是產業中不可

或缺重要的一環。近年來中國雖然在半導體設計、封測

等領域有不俗的成績，擁有中微公司、北方華創、安集科

技、華特氣體等一眾半導體設備和材料的公司，但是從產

業結構、技術成熟度等方面來看與國外廠商差距是巨大

的，而半導體設備與材料領域，中國產業對外的依賴度仍

然很高。

「短期來看，中國的晶圓代工廠要想完全繞開美國應

用材料與泛林半導體等國外設備材料廠商，這是不可能

的。」一名晶圓代工廠人士表示。

中國半導體未來5～10年難自給自足
中國發展自有半導體脈絡，可簡單劃分三部曲，從完

全倚賴美國晶片，到部分晶片方案找台灣 IP、設計服務

廠商，甚至直接與台廠購買，最終曲就是一條龍全部自己

設計、製造，甚至可以賣至國際。目前大致發展到第二階

大基金二期動態

時間 內容

2019年10月22日 大基金二期成立，註冊資本為2,041.5億元

2020年3月17日 大基金二期投委會通過對紫光展銳的投資決議

2020年3月24日 大基金二期傳將重點支持湖北省半導體產業發展

2020年4月28日 大基金二期完成注資紫光展銳22.5億元

2020年5月15日
中芯國際公告，大基金二期擬注資其旗下中芯南方
106億元，上海集成電路基金二期也注資53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證券報                                                  單位：人民幣

段，要發展到第三部，從設計端來說，IP、EDA 工具就是

重要門檻。

研調機構IC Insights預測，儘管中國持續進行大量投資

半導體，5年後，中國IC產量約僅2成，10年內仍難發展出

具有競爭優勢的自給自足產業。

中國政府大力扶植半導體產業，希望實現自給自足目

標，根據「中國製造2025」計畫，寄望2025年IC自給率能

達到70％。但IC Insights調查指出，2019年包括SK Hynix、

三星、英特爾、台積電、聯電與力晶等，仍是在中國具

有重要IC生產能力的主要外國IC製造商，中國IC自製率約

15.7％，僅較5年前的15.1％微增，距離2025年目標還大有

差距。

IC Insights表示，中國半導體的IC生產從2019到2024

年期間，複合年增長率約17％，雖本土有建立新的晶圓廠

生產，但國外公司仍將成為中國IC主要生產廠商，預期到

2024年，中國當地自製半導體將約430億美元，自製率約

20.7％，距離70％自製率目標不到1/3。

中國目前已開始量產記憶體產業，競爭力待觀察，IC 

Insights認為，中國還欠缺類比、混合訊號、微處理器及特

別邏輯晶片等製造廠，技術也待開發，先進半導體設備採

購難度越來越高，這些都是中國半導體自主化發展的大問

題，因為這些產品去年占中國半導體市場的一半以上。

中國對國外半導體的依賴十分明顯。海關數據顯示，

中國2018年進口3,121億美元半導體，超過2,403億美元的

原油進口額。據半導體業者分析，即使中國企業有政府基

金砸錢扶植，但中國無法回擊的關鍵在於沒有完整半導體

前後段設備供應鏈，仍只能在後段設備略有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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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半導體供應鏈的新機會

對於中國而言，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度勢必是國家目

標，這對亞洲供應鏈是一個新機會，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

方面。

因為美國在半導體產業中，有兩個獨占領域，分別是

半導體設備和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這兩項是自

製IC晶片很重要的關鍵，中國若要去美化，勢必要從這兩

個領域下手，無論是自行研發，或是從亞洲供應鏈中找供

應商。

專家表示，美國禁令主要就是打擊華為、海思的晶片

設計。當海思晶片無法出貨時，一是直接買晶片，二是找

其他IC設計公司幫忙開發。所以，台灣的IC設計公司，矽

智財（IP）設計公司，以及客製化晶片（ASIC）服務商，

都會是中美貿易戰的受惠者，因為他們的產品正是中國目

前最缺乏的資源。其餘關鍵零組件如光通訊、RF天線等也

會因此受惠，因為技術含量高，而目前中國的技術還不算

最領先。

華為仍居電信設備霸主，競爭者難追趕

全球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德勤在最新的報告中指出，

未來 5 年內，中國將在 5G 領域再投入 4,000 億美元，這麼

闊綽的手筆也是其他國家難以追趕的。

根據德國專利資料庫公司 IPlytics 統計，截至2019年

11月，全球5G專利數達75,654項，其中華為專利數量高達

3,325件，名列第一。這些數據反映出，在龐大資金與政府

長期戰略支持下，中國5G技術已讓各國望塵莫及，並具備

高度的競爭優勢。

Gartner資深研究總監呂俊寬分析，華為在5G電信設備

市場的龍頭地位還是很難被撼動。數字會說話，從簽訂合

約、專利數及投資金額，已可充分印證此一發展態勢。

美國要創造出非華為5G設備和技術，將會是一項挑戰
華為技術長Paul Scanlan指出，研發5G技術是一個漫長

而複雜的過程，華為在5G領域也花了很長的時間。美國若

要創造出排除華為的5G設備和技術，將會是一項挑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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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追求快速增長以滿足其龐大的國內需求
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報告

中
國政府制定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了半導體自給自足的目標。其目標是到2025年使國內供應商滿足該國

70％的半導體需求。為支持此目標，中國正使用各種政策手段，包括由國家支持的投資基金，這些資金將為

本土半導體的開發和製造提供資金。迄今為止，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對該計劃承諾了約1200億美元。中國還積極尋

求海外人才和併購機會。

儘管中國距離實現自

給自足的目標還很遙遠，

但它在半導體設計的幾個

關鍵領域還是取得了重大

進展。分析人士預計，到

2025年，中國將通過本地

設計的半導體滿足其國內

需求的25％至40％，這是

目前水平的兩倍多，但仍

低於原訂目標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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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於2019年11月台積電運動會上曾表示：「台積電在和平時代，就是安安靜
靜做供應鏈的一環，但當世界不安靜了，台積電就變成地緣策略者的必爭之地。」當時，即透露台

積電可能赴美設廠的神預言。

台積電
地緣策略者的必爭之地

美
國駐北京大使館科技專家Rick Switzer撰寫的一份 

2019 年國家安全報告中討論有關微電子供應鏈的

國家安全問題中指出，台灣、中國和韓國是整個美國數位

經濟的三大依賴。報告更表示，「對多數美國最大、最重

要的科技公司來說，台灣尤其構成單一失敗點 （“single 

point-of-failure for most of the United States, largest,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y companies.”）」，美國需要加強其產

業政策，以應對這一局面。這其中，台灣台積電就是美國

半導體產業鏈中的關鍵因素。

美國半導體產業鏈完整的關鍵因素——台積電

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研究報告中指出，無論

美國政府要對外阻止華為，還是對內重建美國半導體自給

產業鏈，關鍵點就是在台積電。

報告指出，美國半導體產業擁有絕對領導地位，美

國在23種半導體產品類別中均處於領先，美國在晶片軟

體設計（EDA）佔60％、矽智財（IP）佔52％、IC設計佔

52％、整合型晶片製造佔47％、半導體製造投入設備佔

52％，這些領域都是全球之冠，且還擁有全球最大的整合

全球佔比

中國

需求

矽智財與工具 設計 製造 製造投入

其他

歐洲

南韓

日本

美國

總計

晶片設計
軟體

矽智財 IC設計
整合型
晶片設計

晶圓
代工

封測
代工

設備 材料

半導體供應

23%

16%

3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5%

60%

41%

52% 52% 47%

29% 78%

30%

20%

60%

17%

27%

52%

40%

15%

資料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報告
中文翻譯引用自《商業周刊》雜誌1697期

美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關鍵部分具領導地位
但關鍵缺口要靠台積電

see Note 3

see Note 2

Global share of supply >=15% Global share <15%Global share of demand >= 15%

主要是
台積電

美國半導體
產業鏈最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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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晶片製造商英特爾，但卻在晶圓代工方面實力最弱。全

球晶圓代工實力之冠，則非台積電莫屬。

台積電製程技術遙遙領先全球

台積電是僅次於英特爾與三星電子的全球第三

大晶片製造商，很多美國晶片公司，包括高通公司

（Qualcomm）、英偉達（Nvidia）、博通（Broadcom）、

賽靈思（Xilinx）和超微半導體（AMD）在內，都依賴台

積電生產旗下許多最先進的產品。台積電2019年的年報顯

示，中國公司對營收貢獻占比約20％、美國公司占比約6

成。

中國大陸近年IC設計產業快速崛起，今年仍將維持高

達20％的成長速度，躍居全球第二大，其中台積電更是

功不可沒，是扶植中國大陸IC設計產業成長的最大推手之

一。

全球在為其他公司代工生產晶片的工廠中，只有台灣

台積電和韓國三星生產10奈米或10奈米以下製程的晶片。

台積電由於製程技術遙遙領先，成為晶片大廠唯一代工選

擇，因此也幾乎通吃所有需求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訂單。

此外，台積電加速推進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2020年第2季

進入5奈米製程；3奈米製程技術預計2022年下半量產，2

奈米製程技術則於2019年開始研發，現已開始進入改善極

紫外光（EUV）微影技術的品質與成本階段，進行探索性

研究。

護國神廠，在全球半導體業界舉足輕重

身居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優異獲利能力及對半

導體科技產業的直接與間接貢獻難以估量，在全球半導體

業界舉足輕重。台積電常被台灣人喻為是「護國神廠」，

近兩年在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和總裁魏哲家刻意培植在地

化供應廠商，帶動國內產業發展及增加就業率，稱台積電

為「護國神廠」真是名符其實。 

台積電對於台灣本土供應商提供的產品也不是「有就

好」，相反的，台積電對於本土供應商的技術、產品品

質、效率和服務等，都不可以輸給國外廠商，本土廠商坦

言「被操的很累」，但也激勵本土供應商進步。這兩年供

應鏈在地化策略效益逐漸發酵，這就是台積電對台灣產業

做出的社會責任和貢獻。

台灣優勢：頂尖半導體人才、良好基礎建設及產業聚落

半導體業靠緊密的供應鏈結合，成就當前的巨大產

值。台積電強打一條龍服務，擁有完整生態鏈，對客戶而

言，下單給台積電是產品效能與良率的保證。

台積公司董事長劉德音曾表示，客戶認為轉移到製造

成本高的地區，沒辦法維持競爭力，而「在台灣生產的成

本是全世界最低的」。台積電在台灣的優勢，就是擁有最

頂尖的半導體人才，台灣人又俱備勤能補拙文化；再者，

台灣的水、電費用比美國低，有良好基礎建設。

從晶圓代工到封裝測試，以及IC設計與記憶體等，台

灣不僅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與專業分工，各

產業的市佔率也相當出色。

以晶圓代工產業為例，根據研究機構TrendForce在

2019年12月的調查，台灣在晶圓代工產業全球市佔率達六

成，其中台積電為全球晶圓製造龍頭，是國際大科技廠爭

相投單的對象，無論是智慧型手機、自駕車、還是智慧雲

端語音助理，這些新興科技產品中使用到的半導體晶圓，

超過一半全是「Made in Taiwan」。

不論是美方或中方都需要靠台積電，積極發展人工智

慧、5G等市場，成為拉攏的對象，也再次凸顯台灣半導體

產業鏈的重要性。

有業者指出，去年全球半導體產值約5千億美元，美

五大晶圓代工每月產能比較(萬片)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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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Information Network, DIGITIMES整理，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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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超過2千億美元的金額居冠，但許多IC設計公司的晶

片，都在台積電、聯電、日月光、矽品等供應鏈做晶圓代

工與封裝測試，其中不少是用於美國國防工業，顯見美國

對台灣供應鏈的信任程度。

台積電落腳亞利桑那州．建構產業聚落效應

台積電未來落腳亞利桑那州，除美國聯邦與州政府給

予相關支持外，該州是全美第三大電子工業、航太/國防產

業基地，亦是全美第六大半導體產業聚落。

在亞利桑那州設有生產線或據點的電子相關產業

廠商，除了英特爾（Intel），還包含美國大型國防合

約商雷神公司（Raytheon）、Microchip、安森美半導

體（ON semiconductor）、博通（Broadcom）、VLSI、

飛思卡爾（Freescale）、恩智浦（NXP）、意法半導體

（STMicroelectronics）、Honeywell、Marvel、艾克爾

（Amkor）、飛利浦（Philips）、威騰（WD）等業者，帶

動許多小型科技業者成立，形成規模愈來愈龐大的微電子

產業聚落。因此，產業聚落效應或可提供台積電在當地人

才、材料、設備等上下游配套支援。

改變遊戲規則的關鍵

美國國務卿龐培歐推文說，台積電這項投資「增強

了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事務次卿Keith 

Krach在台積電發佈設廠聲明當天更坦言，「這個項目，

將是支持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榮景改變遊戲規則的關鍵

（game changer）。」

台積電將供應鏈引入美國，意味者將高科技業帶至美

國。這種晶圓廠，是促進整個半導體業上下游各種技術

產業創建、繁榮的驅動力，有助於未來美國在技術保持領

先地位；另外，整個台積電供應鏈可以創造數千個就業崗

位，並在整個技術生態系中產生廣泛的漣漪，像是促進美

國大學的尖端研究和開發等等。

「群聚效應是半導體業獨有的特色，它可以強化整個

產業生態系，矽谷之所以成為矽谷也是這個道理。」Keith 

Krach說。

台積電變成地緣策略者的必爭之地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於2019年11月台積電運動會上曾

表示：「台積電在和平時代，就是安安靜靜做供應鏈的一

環，但當世界不安靜了，台積電就變成地緣策略者的必爭

之地。」當時，即透露台積電可能赴美設廠的神預言。

台積電赴美設廠，宣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將不再侷限

於亞洲，同時也將牽動包含三星、台廠半導體供應鏈的布

局動態，以及牽動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變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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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議不斷的中國企業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 在4月

2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文件，稱公司存

在財務造假行為，2019年第二季至第四季期間虛增了人民

幣22億交易額，用「自爆」的方式，引發了這場危機。

這項消息使瑞幸市值驟減近50億美元，在美股價兩個

交易日內崩跌超過80％。不僅如此，瑞幸的高階管理人員

與董事群很可能必須接受美國證監會調查，以及美國司法

部證券欺詐的刑事起訴。因此除了市值的鉅額損失外，瑞

幸咖啡還必須面臨高達112億美元的鉅額賠償金。

此消息的披露標誌著瑞幸咖啡的崩塌。瑞幸咖啡由一

名中國企業家於2017年創立，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從初創公

司發展成上市企業，這種迅速成長在全球範圍內也不多

見。

打著「小藍杯」印象，挑戰星巴克在中國的競爭市場

號稱「中國星巴克」的瑞幸咖啡，創立時間極短。

2017年10月成立之後，到2018年1月正式在北京和上海開

幕營業；不到半年時間就已經在中國國內展店超過500

間，當時打著「小藍杯」的視覺印象，來勢洶洶地要挑戰

星巴克在中國的競爭市場。

在成立不到一年後，瑞幸咖啡得到創投公司的青

睞，因此被打造成一家在私募市場上估值達10億美元的

中國大型咖啡連鎖品牌「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近年迅速崛起上市、成為中國最大的連
鎖咖啡品牌。然而今年初先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銷售一片冷清；2月又被國際揭露財務造
假，東窗事發下瑞幸「自爆式」承認指控，立即引發股價暴跌85％的大崩盤。同時，也讓中國企業
赴美IPO更添難度。

瑞幸咖啡數據造假醜聞
中企赴美上市增添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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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角獸公司。2019年5月瑞幸咖啡正式在美國納斯達克

（Nasdaq） 正式掛牌，創下全球最快上市公司的紀錄；中

國媒體爭相追捧下，瑞幸咖啡贏得了「中國咖啡第一股」

稱號。儘管該公司尚未盈利，但市值在2020年1月已升破

120億美元。

瑞幸咖啡將來自創投公司和其他投資者的資金主要用

於快速擴張，短時間內在中國各地開設了逾4,500家門店，

數量超過了星巴克。截至2019年12月，星巴克在中國的門

店數量為4,292家。瑞幸咖啡通過低價策略和廉價外賣服務

向數千萬中國消費者銷售咖啡，並將許多門店開在星巴克

門店附近，為爭奪市場主導地位展開了激烈競爭。

瑞幸咖啡的早期支持者包括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新加

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Private Ltd.）、貝萊德（BlackRock 

Inc., BLK）以及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簡稱：中金公司）。但

瑞幸咖啡的高速增長以及日益增加的虧損也招致質疑，他

們對該公司業務模式的可持續性持懷疑態度。

瑞幸咖啡於2019年5月上市，在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金公司等

投行安排下，通過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總計籌資

6.45億美元。今年早些時候，該公司通過發行可轉債和增

發股票又籌集了8.65億美元。瑞幸咖啡的一些早期投資者

在該公司去年上市時拋售了持股。瑞幸咖啡曾表示，計

劃在寫字樓、機場、公交站等場所部署許多品牌咖啡自

動販賣機。在此後不久，今年1月份，該公司美國存托憑

證（ADS）一度攀升至每份50美元上方。該公司稱，截至

2019年底，已為逾4,000萬客戶提供了服務。

瑞幸咖啡利用大量補貼的商業模式令人質疑

瑞幸咖啡2018年1月試營運，但自誕生以來爭議不

斷，外界對「燒錢補貼換增長」的模式的質疑也一直無

法消散。給每杯咖啡提供補貼以促進成長的商業模式似乎

從來不可能持續：一旦試圖提價，消費者就可能拋棄該公

司。目前新冠疫情導致的經濟下滑或許也讓該公司的燒錢

策略難以為繼。

本刊於第42期《瑞幸咖啡挑戰星巴克》一文中即說

明，瑞幸咖啡利用大量補貼與App訂購外送的方式，就以

不到兩年的時間，在長期被星巴克主導的中國咖啡市場中

嶄露頭角。兩千多家門市在短時間內便服務近1700萬消費

者，共計賣出八千多萬杯咖啡；只是那些因為補貼而以相

當低廉金額喝到第一杯瑞幸咖啡的消費者究竟會不會「回

購」，無法確切得知。

門市銷售的數據誇大

根據國際賣空機構渾水（Muddy Waters Research）收

到關於瑞幸咖啡的匿名做空報告，瑞幸咖啡驚人的高增長

數據，主要來源之一來自於門市銷售的數據誇大，其中一

套手法是讓商品出單單號灌水，例如從原本應該按照顧客

購買順序的1、2、3，改成1、3、5，來浮報實際的出單數

量。渾水研究的報告中還有這項公司政策的內部對話紀

錄，瑞幸咖啡指示此為「正常的隨機跳號」，但實際上根

本就是依照序列跳號，藉此增加帳面數字。

一個搭配衝高出單量的手法，則是鋪天蓋地的形象

宣傳和免費贈送。有些店面做的訂單超過6成都是「免

費」—各種優惠券、贈送活動推廣、第一杯免費等促銷，

衝高了出單量，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帶來營收。

一些敏銳的中國投資人早已經注意到，瑞幸的收入成

長大部分都來自新店鋪的開設，但問題是大量鋪設的門店

多半經營時間較短、許多甚至都還不到一年，因此門市銷

售能否持續穩定增長，就是許多投資人觀望的疑慮。

瑞幸和星巴克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模式不同

此外，瑞幸和星巴克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模式不同。星

巴克提供寬敞的第3空間（家和辦公室以外的空間），被

認為是閒聚的舒適場所。它的標誌在中國帶有一種優渥生

活的意味，並且贏得了許多忠實的中國顧客。瑞幸許多門

市則沒有座位，這也使瑞幸能更快擴張。瑞幸擁有結合

線上平台和線下的店面，所有門市不能以現金交易，消費

者必須下載App點單，之後選擇自取咖啡，或是外送。且

中國消費者已經習慣叫外賣送餐，瑞幸咖啡透過其外賣系

統，在大城市提供保證半小時內送達的外賣服務。因此，

瑞幸咖啡贏得新一類中國消費者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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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圈錢」模式——資本催熟、海外上市、股東套現

有些專家認為，瑞幸咖啡一飛衝天的模式，被認為是

當時典型的「中國式圈錢」（把不屬於自己的錢，通過某

些貌似合法的手段掏到自己袋中）：看準時機抓風口、快

速融資並燒錢擴張、接著迅速IPO上市，或稱為投資成功

三部曲——資本催熟、海外上市、股東套現。換句話說，

瑞幸咖啡的崛起，未必真的是要認真經營中國咖啡產業。

瑞幸咖啡的泡沫引爆，在中國式圈錢的資本遊戲之下，各

種新創企業迅速地由盛轉衰，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

1,500人的行動，戳破瑞幸咖啡的數據造假謊言
瑞幸危機的導火線，是今年1月31日，國際賣空機構

渾水（Muddy Waters Research）表示收到一份89頁關於瑞

幸咖啡的匿名做空報告。內容指出瑞幸咖啡從2019年第三

季開始捏造財務和運營數據，誇大門店的每日訂單量、每

筆訂單包含的商品數、每件商品的淨售價，從而營造出

單店盈利的假像，並透過誇大廣告支出，虛報除咖啡外其

他商品的占比來掩蓋單店虧損的事實。報告指出，2019年

第三季瑞幸的門市營業利潤被誇大3.97億元人民幣，瑞幸

咖啡平均每店業務在2019年第3季虛增69％，第四季虛增

88％。

此份匿名報告除了針對瑞幸咖啡的收入造假指控之

外，另一項有趣的指控是，瑞幸咖啡操縱程式中的訂單數

量，以美化該公司的業務形象。

為了證明他們的說法，做空機構動員了92名全職和

1,418名兼職，在全中國45個城市的2,213家瑞幸咖啡門

市，錄下了大量的監控視訊，從10,119名顧客手中拿到了

25,843張收據。1,500人名全職和兼職人員，記錄了瑞幸咖

啡981個營業日的客流量，平均每日11個半小時。

這份89頁的做空報告，有周密的調查、詳實的數據、

精確的測算，徹底揭穿了瑞幸造假的謊言。專家表示，做

空是一個正常的市場行為，做空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市

場淘汰劣質公司、降低系統風險。外界不應該抨擊有理有

據的做空機構和調查公司，而是應該對造假的公司進行追

責。當然，如果做空參與者在取證過程中採取了不合理甚

至不合法的手段，也應該承擔相應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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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帳醜聞，更添中企赴美IPO難度
中國咖啡連鎖店瑞幸咖啡爆出做假帳醜聞後，許多投

資人開始重新評估投資中國企業的風險，對尋求赴美上

市的中企也將「更為謹慎，也更加不信任」，為中企赴美

IPO更添難度。

針對瑞幸事件，中國證監會發布聲明稱，「對該公司

財務造假行為表示強烈的譴責」，並稱將按照國際證券監

管合作的有關安排，依法核查，堅決打擊證券欺詐行為，

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

中資赴美IPO大舉撤退
隨著中概股信任危機愈演愈烈，更多出現經營問題的

中概股公司面臨淘汰風險，黯然退市。赴美紐交所上市僅

六年的聚美優品4 月 15 日宣佈完成私有化，是2020 年第

一家退市中概股。同時，暢遊也完成了從納斯達克私有化

退市，這意味著中概股純遊戲公司實現從美股市場的完全

撤退。

一些原本對美股蓄勢待發的企業正悄然撤退。包括去

年底向紐交所遞交了招股說明書的優客工廠，以及今年被

曝已申請赴美 IPO 的理想汽車。報導指出，未來一年企

業拆掉紅籌返回中國資本市場將掀起一波新浪潮。統計顯

示，迄今為止有358 家中國公司赴美上市，已有 108 家被

摘牌。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傑

伊．克萊頓發言表示，投資人近期不要將資金投入在美國



上市的中國公司股票。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證監會

主席在電視媒體上，公開提醒投資人，不要投資中概股。

 

納斯達克交易所收緊中資企業上市規定

根據納斯達克（NASDAQ）提交給美國證交會

（SEC）的文件，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證券交易所將要

求公司在首次公開發行（IPO）中籌集至少2500萬美元股

本，或者相當於其上市後市值四分之一的金額。這些規定

將適用於這樣一些國家赴美上市的公司：這些國家的保密

法律和法規禁止美國監管機構獲取訊息，比如中國。

該交易所還規定，如果來自這些地區的公司沒有曾在

美國上市公司工作過的高管，它們就必須聘請一名特別顧

問，該顧問應熟悉美國上市公司所要求的透明度和問責水

平。

這是納斯達克首次為IPO規模設定最小值。四分之一

目前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公司都不符合這項要求。在

這一限制下，未來這類小額IPO將不能實現。據Refinitiv數

據，自2000年以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155家中國公司中，

有40家的IPO募集資金低於2,500萬美元。

Dealogic的數據也顯示，自2016年底以來在納斯達

克進行的59筆中國公司IPO，有近四分之一不到2500萬

美元，這些交易僅占同期中國公司在該交易所籌資額的

2％。然而，這些公司上市後表現不佳，股價較IPO價格平

均下跌67％。

根據標普全球市場財智（S & P G l o b a l  M a r k e t 

Intelligence）的數據，1997年以來，中國企業通過美國首

次公開募股（IPO）籌集了超過660億美元。佛羅里達大

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教授Jay Ritter編制的數據顯示，

2019年有25家中國公司在美國IPO，約佔所有IPO交易的

18％。

此外，納斯達克擬議的規則還要求審計公司確保其國

際分部遵循國際審計準則。對於審計中國企業IPO的美國

小型公司，納斯達克也將對它們的審計進行審查。根據法

律規定，在美國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需要由接受美國上市

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簡稱PCAOB）審查的審計公司提供審計服務。

這些新提議可能會加大部分中國公司在該交易所上市

的難度。這兩項提議沒有特別點名中國，但針對的是所在

國法律限制與海外監管機構分享資訊的公司。這兩項提議

均需得到SEC批准。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去納斯達克掛牌，曾是一本萬利

的好生意。既可以躲過中國上市漫長的審查和等待，小型

公司又能快速套現，獲得美元外匯。回到中國市場，企業

有納斯達克上市的光環，還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甚至獲

得補貼。但這條路，已被那些自作聰明的公司玩完了。

在瑞幸咖啡醜聞後，納斯達克將收緊對IPO的限制，

讓一些中國企業更難上市，主要是因為一些中國公司缺乏

會計透明度以及關連人士交易等問題。納斯達克去年已公

布一些上市限制，試圖遏制中國小型公司的IPO，因這些

股票交投量通常很少，大多數都集中在少數內部人手中，

其低流通量影響納斯達克對大型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

中國敦促企業考慮到倫敦上市

路透引述來自銀行、政府及交易所等多名消息人士報

導，中國正敦促國內企業考慮到倫敦上市，以在疫情後，

推動去年啟動的「滬倫通」的交投，及加強與海外的聯

繫。滬倫通原先計劃於首兩年有數間企業參與，但現時僅

有華泰證券通過「滬倫通」在英國掛牌。消息人士指，目

前中國當局已批准中

國太保和國投電力

繼續倫敦上市計

劃，而長江電力亦

開始在倫交所上市的

準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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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咖啡連鎖店瑞幸咖

啡爆出做假帳醜聞後，許

多投資人開始重新評估投

資中國企業的風險，對尋

求赴美上市的中企也將

「更為謹慎，也更加不信

任」，為中企赴美IPO更添
難度。



英
國上市博彩公司Flutter Entertainment PLC（前身

Paddy Power Betfair）在去年10月2日宣布將與加拿

大體育博彩公司The Stars Group（TSG，前身Amaya，也就

是撲克之星的母公司）進行100億英鎊的合併。按照協議

約定，合併後Flutter股東所持有新公司的股份為54.64％，

The Stars Group為45.36％。這筆交易終於在今年5月完成，

使得Flutter按營收計算成為全球最大的線上博彩公司。

雖然全球目前仍處於疫情的陰影下，但F l u t t e r 

Entertainment的首席執行官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

認為，收購已完全數位化的Stars業務，將加速線上博彩業

務的增長，事實證明，因疫情之影響，大多實體博彩業已

經關門歇業。今年四月，Flutter股價更上漲36％，是富時

100指數（FTSE 100 index）中漲幅最大的股票。

美國體育博彩在2018年合法，加速線上博彩競賽
雙方併購的最大動因是美國已經實現體育博彩的合法

化，該市場的潛在規模在數十億美元規模。為了搶奪市

場，線上博彩公司紛紛展開了資產收購的軍備競賽。

美國博彩業非常蓬勃，位於美國南部的拉斯維加斯

被譽為賭城。其實在2018年前，體育博彩在美國是不合

法的，據當時的《專業和業餘體育保護法》規定，各州

議會應該立法禁止體育博彩，直至時任新澤西州州長Chris 

Christie希望放寬監管，進而挑戰法例。最後法院在2018年

5月以7對2的票數裁定法例違憲，換言之，州政府可自由決

定是否批准賭博合法化。目前部分州份已容許賭博，如當

年挑戰聯邦政府的新澤西、蒙大拿、密西根、印第安納及

賓夕法尼亞等20個州份。

2018年最高法院裁定賭博合法化後，各州爭相開賭。

因為賭博合法化對州政府的經濟效益實在不少。美國博彩

協會數據預計，各州全面開放體育博彩後，每年來自體育

博彩的彩金便可達1,500億美元，如州政府收取部分賭收作

為稅收，對州政府財政必大有改善。賭博合法化的最大贏

家，就是博彩股。大摩預計直至2022年前，美國博彩業也

會受惠賭博合法化及線上賭博兩大熱潮，線上賭博更會將

行業的利潤率推高至25％。

最早開放線上體育博彩的新澤西州，在體育博彩方面

的發展最為蓬勃，據美國博彩協會數據，由最高法院判定

「禁賭」違憲起，直至去年9月的一年間，已為該州貢獻

3,600萬美元的博彩稅收入，成為眾州之冠。

 

2024年美國線上博彩市場達66億美元
這合併案最複雜的部分就是整合兩家公司在美國的利

英國上市博彩公司Flutter與加拿大體育博彩公司The Stars Group（TSG）於去年宣布進行100億英
鎊的合併，並於今年5月完成，使得Flutter成為全球最大的線上博彩公司。在許多人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而轉戰線上賭博之際，Flutter股價在今年四月更上漲36％，是FTSE 100 index中漲幅最大的股
票。線上博彩業也是因疫情而受益行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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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和The Stars Group
全球最大線上博彩公司完成合併

Flutter	Entertainment The	Stars	Group(TSG)

愛爾蘭體育下注巨頭公司Paddy�Power和Betfair在2015

年8月達成合併，合併後公司的叫Paddy�Power�Betfair，使

用4年後於2019年5月更名Flutter。董事會對更名無異議並

於2019年5月以該名在倫敦股票交易所上市。

2014年，Amaya老闆David�Baazov從Mark� Scheinberg

手裡以49億美元買下了撲克之星和全速撲克；2017年，

Amaya更名The�Stars�Group，並收購BetEasy和英國博彩公司

Sky�Betting�&�Gaming，成交價47億美元。

以上數據資料來源：撲克迷網站



益，自2018年體育博彩在美國聯邦層面合法化以來，美

國成了博彩公司新的希望之地。Regulus Partners分析師估

計，到2024年，美國線上博彩市場可能達到66億美元。

Stars和Flutter都在美國收購過品牌，但收購中的排他

性條款只允許它們各自在美國市場擁有一家公司。Stars的

美國子公司FoxBet由默多克（Murdoch）家族通過FoxSport

持有部分股份。私人股本集團KKR是Flutter旗下品牌

FanDuel的少數股股東。如果Flutter與Stars合併，這兩家公

司都不想有所損失。傑克遜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致力

於這兩個高階品牌，以推動合併後企業在美國市場的拓

展。」、「這一組合將為我們現有的四大支柱戰略提供動

力，在體育博彩、遊戲、每日夢幻體育和撲克領域提供世

界級的影響力。」

在2018年，Flutter娛樂和Stars集團的總收入為38億英

鎊（合46.7億美元），這將使它成為全球最大的線上博彩

運營商。此外，預計這兩家公司合併後將節省大量成本，

一份聲明中稱將每年節省1.4億英鎊（合1.72億美元）。

撲克之星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線上博彩產業收購案

的一部分。早在2014年，Rational集團（當時的pokerstars和

全速撲克的母公司）就以49億美元的巨額價格被Amaya集

團收購，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公開上市線上博彩公司。

在2017年，Amaya將其更名為Stars集團。

全球線上體育下注和博彩市場份額最高的公司

這是體育博彩領域的大型併購案，合併公司的客戶人

數將達1300萬，年收入37.77億英鎊，EBITDA（稅息折舊

及攤銷前利潤）11.4億英鎊。合併後的新公司顯然已是佔

有全球線上體育下注和博彩市場份額最高的公司。

諮詢公司Bixteth Partners的合夥人西蒙．弗倫奇

（Simon French）表示，傑克遜接下來面臨的挑戰是管理

合併後規模如此龐大的企業及其眾多品牌：「此前從未有

人嘗試過在線上博彩領域經營一家如此規模的企業。」

傑克遜也需應對世界各地監管機構的持續審查，由於

這兩家公司在澳大利亞、英國及歐洲擁有競爭性的主要線

上博彩品牌，因此這些國家的競爭監管機構也對這起合併

進行審查。尤其是Flutter所在的英國本土市場。由於人們

日益擔憂博彩公司盤剝沉迷博彩的賭客，博彩業在英國的

政治議程上已迅速躥升。

線上博彩市場，2024年達到1,100億美元以上規模
根據Statista的資料，到2020年為止，線上博彩市場的

全球收入將達到600億美元， 與2017年相比增長了13％。

Global Information,Inc.（GII）的《全球線上賭博市場:2020

年∼2024年的預測》報告顯示，全球線上賭博市場在2020

年至2024年間，預計將以11％的年複合成長率增長，2024

年達到1,142億1,000萬美元的規模。

賭場因疫情關閉，美國賭徒轉戰線上博彩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美國大部分大型聚會被禁，有些

突然不能去賭場玩拉霸、紙牌、俄羅斯輪盤的賭徒因此

轉戰線上賭博。線上博彩業者表示，使用者數量和營收

近日大幅快速成長。FOX Bet公司執行長查布拉（Robin 

Chhabra）就表示，「NBA關閉之後，我們發現業績急遽

成長。人潮湧向撲克牌和線上賭場」。可預見的是，在疫

情的影響下，線上博彩業也是受益行業之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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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和TSG的六大品牌

Flutter TSG
Paddy�Power Sky�bet
Betfair Sky�vegas
Adjarabet pokerstars
FanDuel Fox�bet
TVG Fox�sports�Super�6
Sportsbet Bet�Easy

Flutter和TSG全球區域份額

Flutter TSG 合併後
英國&愛爾蘭 59％ 38％ 49％
其他地區 9％ 53％ 31％
澳洲 22％ 9％ 15％
美國 10％ 0％ 5％

Flutter和TSG線上業務份額

Flutter TSG 合併後
線上體育下注 58％ 32％ 45％
線上博彩 15％ 30％ 22％
零售 18％ 0％ 9％
撲克 0％ 35％ 18％
其他 9％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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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肺炎疫情重創全球經濟，尤其對零售業、服務

業、旅遊業、以及餐旅業造成無以數計的損失，

在這樣的衝擊下，許多中小型企業即使有Wi-Fi可上網，

也無法正常營運販賣商品。 因應現在的市場狀況，臉書

也在近日宣布將讓中小企業在自己的平台上的「Facebook 

Shops」直接與客戶交易。 新服務讓業者可以自己創造和

設計版面，也可以自由選擇想展示的商品。 

臉書創辦人暨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5月

公布全新服務Facebook Shops，任何小型企業都能利用新

服務輕鬆投入電商，並透過《Facebook》App 就能銷售商

品。

換個角度來看，當消費者造訪某家線上商店，將能看

到這一家的品牌故事以及特色商品，並在App中直接下單

購買。祖克柏希望藉由新工具能夠協助中小企業建立網路

通路；由於臉書的主要營收來源為廣告，相較於向商家收

取Facebook Shops的費用，他們更期待商家在各個臉書平

台上刊登廣告。

Facebook 先前已有讓商家在Facebook或Instagram設置

產品列表的Marketplace功能，但建立的流程繁瑣，且僅限

於在Facebook上瀏覽；現在的新服務「Facebook 商店」讓

商家能夠真正建立能購物的商店，並能在 Facebook 公司旗

下多個應用程式（App）中顯示。

臉書擁有超過 800 萬廣告商，但絕大多數都是小企

業。祖克柏表示，長期來說，Shops 和其他電商產品將有

助臉書推動更多廣告銷售，「我們的業務模式就是廣告，

所以與其向企業收取使用 Shops 的費用，不如讓 Shops 對

企業有價值，他們就會願意在臉書放更多廣告，我們最終

會靠這樣賺錢。」

臉書（Facebook）新推Facebook Shops，讓小型商家更容易在Facebook與Instagram上陳列商
品，這是一項免費服務，臉書期望這些商家會在需要推廣商品的時候成為該站的廣告主，替該站帶

來廣告的營收貢獻。投資者皆看好Facebook Shops的商機，認為臉書有機會賺取數十億美元，更可能
是打開 1.3 兆美元市場的鑰匙。

Facebook Shops
臉書強攻電商．抗衡亞馬遜和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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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使用Facebook Shops
「Facebook Shops」這項服務不管是個人或公司行號

均可免費使用（至少目前是）。建立好商店之後，你的

產品列表將能一次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Instagram 個人

頁面、限時動態或廣告中顯示。據稱容易操作，並且標

榜提供消費者行動優先的購物體驗。Facebook Shops最大

的優點在於當商家建立了一個商店之後，消費者不管是

透過Facebook、Instagram或WhatsApp都能見到一致的商店

內容，該商店可存在於臉書粉絲頁、Instagram個人檔案、

Stories或廣告中，且消費者與商家可直接透過WhatsApp、

Messenger或Instagram Direct溝通。

其中在 Instagram 方面，更整合 IG Shopping 功能成為

「Instagram Shop」，未來在 Instagram 上建立一個購物專

用的入口，便於用戶瀏覽喜愛的品牌以及感興趣的商品，

計劃是從今年夏季於美國當地開始推廣。

線上直播服務藉由社群擴散力道加強商品宣傳效果

祖克柏格強調不會複製亞馬遜「端到端的體驗」，

但會密切與包括串流音樂巨擘Shopify、BigCommerce、

WooCommerce、Channel Advisor、CedCommerce、

Cafe24、Tienda Nube、Feedonomics 等電商與技術相關的第

三方公司合作，幫助小型企業快速運用不同工具，設立網

路商城和妥善處理分析數據與支付，投入到這個新的電商

生態體系當中，藉此擴展線上電商發展能力。

更重要的是，這項服務將使用AI人工智慧與AR擴增

實境技術來創造更好的網購體驗。系統將會自動辨識商

品、加上標籤，讓消費者容易找到自己喜愛的商品並能點

擊購買。還能把線上商店個性化設計，設定符合品牌形象

的封面相片以及色彩，優先顯示與消費者喜好最相關的商

品；並且運用 AR 技術，像是讓消費者虛擬戴上墨鏡、加

上唇膏或眼影新色，或為室內空間虛擬添加新的家具。

除此之外，直播銷售也是時下電商常用的促銷管道，

尤其 Facebook、Instagram 都有直播功能，實體店家也常用

來展示最新商品。未來結合這項服務後，可先勾選想要促

銷的商品，當進行直播銷售時，商品就會直接顯示在直播

畫面下方，便於一鍵下單。

過去阿里巴巴旗下淘寶，或是各類線上直播服務都已

經開始藉由社群擴散力道協助加強商品宣傳效果，同時也

透過直播等線上互動方式，或是透過名人互動、背書方式

增加商品銷售機會，藉此達成更多社群擴散與直播帶貨成

效。

祖克柏表示，若是已在經營一家小型企業，或者正在

考慮投入電商，將適合使用這一整套工具。即使目前國外

多數實體店家無法營業，也將透過線上銷售以減輕業者所

目前面臨的經營壓力。

Facebook Shops將會是亞馬遜和谷歌的競爭對手
投資者顯然看好臉書新產品，華爾街也同樣樂觀。摩

根士丹利報告指出，Shops可將臉書打造成亞馬遜和谷歌

的競爭對手，且Shops本身就代表了數十億美元的商機。

祖克柏格認為，長期而言，臉書商店將有能力提供餐廳與

美食外送服務，與美食外送平台Grabhub一較高下。

德意志銀行也認為Shops可讓臉書有機會賺取數十億

美元。德銀分析師指出，「我們認為，在簡單牛市情形

下，Facebook Shop 透過抽佣交易和廣告營收的結合，可

以推動多達 300 億美元營收機會。」AB Bernstein 報告指

出，Facebook Shops可能是打開 1.3 兆美元市場的鑰匙。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臉書是數位經濟的『租金』，

是線上零售生態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

臉書用戶人數最多的國家前三名分別是印度 （280 

million）、美國（190 million）、印尼（130 million），光

是亞洲 （410 million） 就佔了兩名，可見亞洲市場的無限

商機，未來臉書將開拓亞洲電商市場，分食大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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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因新冠肺炎疫情，各州紛紛頒布禁足令，企業暫

時停止營運，成為美國愈來愈多肉品工廠停工的導

火線。如今同在美洲的巴西、加拿大也被迫關閉廠房，全

球肉品供應鏈大亂之下，供應缺口似乎一觸即發，牛肉和

豬肉批發價格大漲，為植物肉搶攻市場提供一個契機。

肉類供應陷短缺，植物肉趁勢竄起

美國、巴西和加拿大的肉品供應，合計占全球肉品貿

易約 65％。

美國主要的肉類供應業者如泰森食品（Tyson Foods）

及史密斯菲爾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等，都因疫情關

閉廠房、縮減生產規模，美國肉類價格正持續上漲。泰森

食品執行長約翰．泰森（John Tyson）在4月底表示，食品

供應鏈正受到衝擊，預計工廠的關閉將導致肉類供給縮減

數百萬磅。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則因為工廠傳出大規模感

染，也在4月中旬關閉位於加州的廠房。

植物肉需求量成長278％ 
過去植物肉為人詬病的缺點在於價格昂貴，Beyond 

Meat的植物肉價格是牛絞肉的兩倍至三倍，在疫情導致肉

價提升，縮小兩者間的價差後，讓植物肉業者有機可趁。

因為人們覺醒畜牧業對環境影響的危機意識，以及疫情導

致肉類供應陷入困境，尼爾森的研究也指出，與去年同期

相比， 植物肉的需求量成長了278％ 。

因為眾多美國民眾被隔離在家，下廚的頻率較以往大

大上升，結合肉類供應短缺，這是替代性肉類廠商不可多

得的進攻時機。Beyond Meat認為夏季是打入消費者的關

鍵，將計劃積極促銷商品，目標成為肉類短缺時的最佳解

決方案。

Beyond Meat也積極拓展銷售據點，前陣子才與中國星

巴克達成合作，在當地4,200家門市銷售其產品。儘管星巴

克因為疫情營收重創，不過隨著中國疫情趨緩，業績已逐

漸回溫。另外，Beyond Meat還在上個月獲得1.5億美元貸

款，為進攻市場的火力提供充足的銀彈。

疫情無疑加速了植物肉的發展，疫情的流行，破

壞傳統的肉類供應鏈，Beyond Meat今年第1季營收年增

141.5％；淨利潤181.5萬美元，而去年同期淨虧損664.9萬

美元。

植物肉需求在疫情期間的巨大成長

同時，Impossible Foods財務長David Lee也強調，他們

沒有像傳統肉類廠商般受到重創，並宣稱今年零售業務

規模將成長50倍，並會加速拓展銷售門市與管道。雖然

沒有透露具體數字，Impossible Foods傳播長Rachel Kon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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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巨頭嘉吉（Cargil）宣布推出自己的植物肉餡餅，將於零售商和餐館售出。雀巢公司也將投資中
國超過一億瑞士法郎，在亞洲首次啟動植物肉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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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旗下產品的零售管道銷量正屢創新高。Impossible 

Foods聲稱，他們最大的客戶是漢堡王，雖然因為疫情影

響了內用，但點餐車道的銷售仍然興旺。

Impossible Foods沒有上市，但同樣繳出亮眼的成績

單，宣稱其銷售通路在疫情期間激增至1,700家，根據

《Vox》報導，2020年初只有約150家商店銷售Impossible 

Foods的漢堡。Impossible Food對外聲稱，與零售巨頭克羅

格（Kroger）合作後，今年零售業務成長18倍，無論哪項

數據，懸殊的差距都彰顯植物肉需求在疫情期間的巨大成

長。

儘管在美國持續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令許多消費者

願意嘗試植物肉，疫情過去後，民眾對此的需求能否繼續

維持，才是植物肉市場能否真正打開的關鍵。

星巴克、迪士尼 相繼推出植物肉產品菜單
植物肉市場熱度不減，星巴克和迪士尼也要開始售賣

植物肉食品。星巴克宣布將於3月3日開始在其加拿大門店

推出「植物肉三明治 」，肉餅供應商是Beyond Meat。而

就在前一天，Beyond Meat的最大競爭對手Impossible Foods

宣布，迪士尼已經將他們的主打產品「Impossible Burger」

作為「首選植物漢堡」，將加入到迪士尼樂園、迪士尼世

界和迪士尼郵輪的菜單中。而在此之前，這兩家公司的植

物肉產品已經進入了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漢堡王等

諸多大型連鎖快餐店。

全球糧食和農業巨頭嘉吉（Cargil，創立自1865年）

宣布，推出自己的植物肉餡餅，新產品將透過零售商和

餐館出售。嘉吉的植物肉產品將由豌豆蛋白和大豆蛋白製

成。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豌豆蛋白供應商雙塔在投資人交

流社群提及，美國嘉吉已透過雙塔採購過豌豆組織蛋白產

品。

嘉吉對植物蛋白領域關注已久。2019年9月，嘉吉宣

布向Beyond Meat的蛋白供應商Puris投資7,500萬美元，

Puris同時也是北美最大的豌豆蛋白生產商。2019年12月，

嘉吉推出亞洲首款豌豆植物蛋白產品——RadipureTM，其

首要應用方向是酸奶飲品、能量棒等高蛋白代餐食品、植

物肉領域和兒童食品。

嘉吉並非唯一重視植物蛋白的食品巨頭。泰森和

Perdue Farms都推出了植物肉與真肉混合而成的新產品；

豬肉製造商Smithfield也推出了植物肉產品線；雀巢和聯

合利華則採取收購路線，分別收購了素食食品品牌Sweet 

Earth Foods和the Vegetarian Butcher。

全球食品餐飲業者積極布局中國植物肉市場

繼肯德基宣布在滬廣、深三地試推出植物肉餐點後，

連鎖咖啡品牌巨頭星巴克也攜手美國植物肉品牌Beyond 

Meat在中國推植物肉餐點。Beyond Meat創始人兼首席執行

官Ethan Brown表示，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是公司推動全球植

物蛋白可及性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繼肯德基和星巴克之後，全球食品巨頭雀巢公司也宣

布投資超過一億瑞士法郎，擴建天津的工廠，在亞洲首次

啟動植物肉生產，並於今年底推出植物肉產品。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生豬生產國及豬肉消費國，去年

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造成生豬供應緊張，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在各種情況下，植物肉的需求均有希望擴大。

中國非肉類市場，2023年規模將達119億美元
目前美國、歐洲是最大的植物肉市場，亞太及南美國

家對植物性植物肉的巨大需求也將推動植物肉市場快速擴

大，其中亞太植物肉類市場預計將由中國大陸主導。

根據Euromonitor的數據，自2014年至2018年，中國

大陸的非肉類市場（包括替代肉類產品）增長了33.5％，

2018年市場規模接近100億美元，Euromonitor預測到2023

年規模將達到119億美元。

今年四月，肯德基在中國大陸推出植物肉產

品「植培黃金雞塊」，是與美國食品

巨頭嘉吉合作。同樣在四月，星

巴克宣布在中國大陸推出一

份新的基於植物蛋白的植物

肉午餐功能表，產品主要由

美國「植物肉第一股」

Beyond Meat生產。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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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飽受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之際，埃及不忘努力拼觀

光。該國旅遊及古物部宣布，最古老的左塞爾金字

塔（Pyramid of Djoser）修復14年後，終於在3月可以重新

對外開放，現在加碼贈送地下迷宮體驗。只是，值此疫情

嚴峻時期，能吸引多少觀光客，有待觀察。

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由印和闐設計

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左塞爾金字塔（Pyramid of 

D jose r），是由埃及古王國的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爾

（Djoser）命令大臣印和闐（Imhotep）設計。左塞爾是埃

及第三王朝第二位法老，也是著名的法老，他被稱為尼特

傑里赫特（Netjerikhet），意為「諸神的軀體」，他的大

臣印和闐（Imhotep）是設計埃及歷史上第一座金字塔的建

築師。

左塞爾金字塔又稱「階梯金字塔（step pyramid）」，

坐落於「死者之城」塞加拉（Saqqara），距離埃及首都

開羅僅有三十公里，估計建造於西元前2667年到西元前

2648年，距今約4600年，是世界上第一座金字塔，也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石造建築物。外部呈現由6層馬斯塔巴

（Mastaba）組成的新結構，拾級而上，階梯變得越來越

Variety 世界萬象

由埃及古王國的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爾（Djoser）命令大臣印和闐（Imhotep）設計的左塞爾金字
塔（Pyramid of Djoser），在歷經14年的修復後，今年3月重新開放參觀。

小，最終是通往天堂的階梯，總高度約200英尺（約60公

尺），使用約1160萬立方英尺（約32萬立方公尺）的石頭

和粘土。

在古埃及定都孟菲斯的時候，塞加拉是孟菲斯的「死

者之城」。埃及第一王朝時已有貴族在該地下葬，第二王

朝時始有國王安葬在此。塞加拉作為王家墓地的重要性後

來被吉薩及底比斯的帝王谷取代。

修茸耗時十四年，挹注一億英鎊

1992年時，該金字塔因為地震而嚴重受損，直到2006

年底才開始進行修復，但2011年又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

響，政局不穩，一直斷斷續續到2015年底才又重新開始修

復工作。維修工程包括修補下塌的天花、墓室、走廊，另

外還移走部份瓦礫，讓遊客可觀賞到一座重176噸、高5米

的花崗岩石棺。翻新工程還包括裝設新的燈光系統，以及

殘疾人士使用的輔助設施。耗時十四年，挹注了1.04億英

鎊，才正式宣告完成。今後，旅客將獲准進入金字塔內參

觀，享受迷宮中的神祕體驗。

1979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是位於埃及開羅郊外，孟菲斯

附近，吉薩高原上的考古遺址，其中包括三座金字塔、一

個名為獅身人面像的大型雕像、多處墓地及一個工人的村

落等。位在距吉薩舊城9公里的沙漠中，在開羅市中心西

南方25公里的位置。其中的金字塔在歷史上是西方想像的

古埃及的重要標誌，在希臘化時代廣為人知，其中的胡夫

金字塔列名在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中，也是七大奇蹟中目前

唯一仍存在的建築物。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於1979年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華

埃及最古老金字塔
歷經十四年修復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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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2025年起
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古文

蒙
古國使用「西里爾蒙古文」已有70多年歷史，但近

日正式宣佈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在

2025年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也就是俗稱的傳

統蒙古文，這意味著內外蒙文字即將統一。

蒙古國政府還要求，國家通信技術部門解決網路上使

用回鶻式蒙古文的國際標準碼問題，而所有的國家公務人

員都必須參加培訓，還要求新聞出版部門在那之前，都必

須要使用雙文方式發佈所有內容，可說是提前做好準備。

回鶻式蒙古文是由成吉思汗下令創製

蒙古國雖是獨立國家，但也只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

其文字原本也和其他蒙古人一樣，是使用老祖宗成吉思汗

創製的回鶻式蒙古文。

最初的蒙古文字來自閃米特系的阿拉米字母，阿拉米

字母通過波斯東傳到中亞、新教一帶，為突厥、回鶻所採

用，後來回鶻人以此為基礎造出了蒙古人中流布最廣、流

傳最久的回鶻式蒙古文字。

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滅亡了草原上最後一個強部

「乃蠻部」，俘虜了乃蠻王廷的掌印官塔塔統阿（Tatar-

Tonga）。這位塔塔統阿是畏兀兒人，「性聰慧，善言

論，深通本國文字」，成吉思汗將之留在身邊當書記官，

並讓他用回鶻字母創製了蒙古文字。回鶻式蒙古文（傳統

蒙古語）已有800多年的歷史。

外蒙古1946年脫離中國獨

立成為蒙古國，當年廢棄回鶻

式蒙古文，開始使用以斯拉夫

字母為基礎創制的西瑞爾蒙古

文，也就是俗稱的新蒙文，目

前已經使用70多年。

蒙古國政府正式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即

俗稱的傳統蒙古文，在此之前，將雙語並行。

據了解，目前只有內蒙地區使用老蒙文，保持著近千

年的傳承。現在有很多的外蒙人都不清楚自己的民族歷

史，原因是蒙古族歷史都是用老蒙文寫的，雖然部分學校

都有開設相關課程，但是普及程度十分有限。對此，恢復

老舊文的議題一直都是歷屆時任總統的挑戰之一，一度因

為資金短缺、技術有限、人才稀缺等理由導致無法實施。

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
2014年，蒙古法律規定將2020年廢除使用西瑞爾蒙古

文，將使用傳統蒙古語。蒙古國政府3月正式通過《蒙古

文字國家大綱》，根據這份大綱，到2024年前必須同時用

雙文發佈、發表文字內容，同時所有國家機關創造新老文

字網路環境，所有國家公務人員將參加傳統蒙古文培訓，

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即俗稱的傳統蒙古

文。

蒙古國和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之間的官方往來文書，依

舊是使用13世紀起就用於書寫當時的蒙古語，也是今天中

國和蒙古國官方認定的蒙古語的書面語。華

▼

成吉思汗。

▲回鶻式蒙古文所書寫成的書法作品。



 

和金屬圓頂建築結構，也修復名列法國歷史古蹟的館內19

世紀全景壁畫，並規畫7個展覽空間、劇場、禮堂、餐廳

等，讓過去的金融中心搖身變成多功能環形藝術場域。內

部規畫了走廊動線，沿著廊道設有大、小展覽空間、能容

納300位觀眾的表演廳或劇場空間，策展人將可視活動規

模交錯運用，是為一方便全盤策畫或分開運用的多功能博

物館建築。

安藤忠雄曾說：「建築應該保持沉默，讓光線與風為

建築表達。」他強烈的留白作風依舊可見於改造計畫，代

表性的清水模更沒缺席，不過這次巴黎證券交易所的主角

除了光線與風的流動之外，當代藝術品也走入幕前。

博物館是巴黎億萬富豪競爭的縮影

巴黎證券交易所─皮諾私人美術館將會是繼威尼斯格

拉西宮（Palazzo Grassi）美術館、海關大樓博物館（Punta 

Della Dogana）後，皮諾（François-Henri Pinault）的第三座

私人博物館。

皮諾是法國精品集團開雲（KERING）董事長，是法

國時尚品牌Gucci和Yves Saint Laurent的所有人，擁有價值

10億歐元的藝術收藏品。最有趣的是，Pinault這個博物

館，也是巴黎億萬富豪彼此競爭的縮影，因為他的對手，

也是著名的LV創辦人，其博物館在2014年開幕。兩位億萬

富翁手上都有價值連城的歐美著名藝術家作品，像是畢卡

索、安迪沃荷等等。

正式開幕後，每年預計將舉辦10檔展覽，並與巴黎

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合作策畫大型展

覽，屆時勢必與鄰近的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巴黎

龐畢度中心構成巴黎右岸藝術三角，成為藝術迷造訪巴黎

時不容錯過的黃金地帶。華

歷史悠久的巴黎證券交易所（Bourse de commerce）舊建築，安藤忠雄計畫改造成全新的現代藝

術館，老屋活化不僅將舊有空間重新利用，更提供旅客走進歷史建物的機會。

Variety 世界萬象

將
具有歷史背景的建築注入現代設計元素，是近來建

築設計的新潮流。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是由前高等法

院和政府大廈兩棟近百年歷史的古跡改造而成，由法國的

studio Milou建築事務所。法國國家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由是1368年由查爾斯五世建為國王圖

書館，在建築師 Bruno Gaudin 和 Virginie Brégal的翻新計畫

中，成為法國最大且也是世界最美圖書館之一。這些建築

在設計師的巧思下，都重新綻放了美麗風華。

安藤忠雄操刀改建巴黎證券交易所

建於19世紀初的巴黎證券交易所（Bourse du commerce 

de paris）也加入這個行列，而著手操刀的建築師則是

大名鼎鼎的安藤忠雄（Tadao Ando），改造為博物館空

間「巴黎證券交易所──皮諾私人美術館」（Bourse de 

Commerce: Pinault Collection），並於2020年6月對外開放。

位於巴黎第一區的巴黎證券交易所，是新古典風格建

物，建於1763年，最初是穀倉，結構設計是非常特別的環

狀圓頂。19世紀時成為巴黎證券交易所。由皮諾斥資1.7億

美元改建為私人美術館，與

先前兩座私人美術館一樣，

再度邀請日本建築師安藤忠

雄重新整建。由於老建築量

體呈現圓柱狀，歐洲宮廷式

的典雅富麗與日本建築大師

安藤忠雄的現代極簡這兩種

極端風格，將如何在巴黎證

券交易所相遇，建築大師給

了世界「混搭」的解答。

安藤忠雄除了保留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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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巴黎證券交易所
化身清水模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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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吉普林（Rudyard 

Kipling）曾妙言道出，東是東，西是西，東西永不

相期，但溫泉卻交會東西。

小說家莫泊桑（Maupassant）推出《溫泉》（Mont-

Oriol）一書，書中強調，溫泉的開發一定要請醫生代言，

才能吸引觀光客前來泡湯。德國赫塞（Hermann Hesse）

名作《溫泉療養客》（A Guest at the Spal），則敘述他到

溫泉區的療養體驗。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孃》描述大學

生在溫泉區跟賣唱女偶然相遇，衍生一段浪漫故事。電影

《羅馬浴場》中，男主角阿部寬飾演羅馬人，不斷穿越時

空橋段，趣味盎然。羅馬人和日本人都熱愛溫泉。

每年造訪溫泉地旅客約1億3000萬人次
全日本有3,000多個溫泉地（泉源超過27,000個）。根

據日本環境省統計，每年造訪溫泉地並住宿的旅客約在1

億3000萬人次，2016年外國觀光客泡湯人數約2400萬人，

泡湯也是外國觀光客訪日主要體驗項目之一。相較於大型

度假村，還有許多人更喜愛到富歷史古趣的老舖旅館尋找

「溫泉地風情」，甚至不惜開車數小時只為到荒山裡泡祕

湯。

遠離人煙、隱祕於山林裡的祕湯，不但沒有溫泉街，

僅僅一棟獨立於山間。富山縣的高天原溫泉標高2100公

尺，徒步登山約需要13小時，造訪民眾多數會在半途的山

小屋休息一夜，號稱「日本第一偏遠溫泉」。

自稱祕湯必須得到認可，根據日本祕湯守護會最後發

表的第16版修訂本，收錄的祕湯旅館數量為185間。

相較於都市區，位於山區的溫泉地，祭典歌唱舞蹈、

料理保存了更多區域傳統文化，為了避免讓現代化設施與

度假村吞沒溫泉地風情，除了「溫泉遺產守護會」、「日

日本成田機場在2019年底誕生了機場溫泉「空之湯」，日本職棒北海道火腿隊正在新建的新球

場一隅也將設置溫泉，讓民眾可以邊泡湯邊看球賽。日本溫泉地一年創造商機達15兆日圓。

本祕湯守護會」等組織，溫泉地密集的群馬縣2018年成立

了溫泉文化登錄聯合國無形文化遺產推進協議會，積極串

連全國溫泉地爭取申遺。

結合溫泉的複合式商機正在擴增

成田機場附近成功開挖出溫泉，湧出量每分鐘270

公升，打造出占地3900平方公尺的成田機場溫泉「空之

湯」，於去年12月18日正式開幕，從機場搭乘接駁巴士只

要5分鐘，客群鎖定轉機客、紅眼班機乘客，民眾可以邊

泡湯、邊看飛機從頭頂而過。

另一種則是邊泡湯邊看棒球賽，火腿隊位於北海道北

廣島市的新球場，預計在2023年3月啟用，不但是日本第

一座擁有可開闔屋頂與天然草皮的球場，球場左側三壘外

野觀眾席的最上層計畫開闢球場內的天然溫泉大眾池，開

啟世界創舉，可邊泡湯、邊看球，目標就是打造世上從未

見過的國際級球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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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溫泉
一年泡出15兆日圓商機

2019日本票選前十大溫泉地
第33屆「日本溫泉100選」

最新排名 溫泉地名 所在地

1 草津＊ 群馬

2 別府八湯 大分

3 指宿 鹿兒島

4 有馬 兵庫

5 道後 愛媛

6 下呂 崎阜

7 登別 北海道

8 由布院 大分

9 箱根 神奈川

10 城崎 兵庫

註：草津溫泉連續17年奪冠
資料來源： 第33屆「日本溫泉100選」，2019年12月16日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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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通過照片比對，綜合分析和評估文物保護單位賦存環

境變化對其影響，以改進日常巡查、監測方式，制定維護

措施。

嘉峪關魏晉古墓群 將以數位化保護讓古物活起來
此外，位於嘉峪關市東北18公里處新城鎮的嘉峪關魏

晉墓群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果園—新城墓群」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約方圓13平方公里的戈壁灘上，分佈

著1460餘座魏晉時期的古墓葬。該墓群地下磚壁畫數量龐

大、內容豐富、保存完整，再現了1700多年前河西走廊古

絲路風貌。出土的磚壁畫《驛使圖》，被認為是中國發現

最早的古代郵驛的形象資料。

但是墓群數量大且分佈在戈壁荒灘，生態環境脆弱，

受到自然侵蝕和人為因素的破壞。2013年開始，中國官方

在嘉峪關魏晉墓群進行安全防範系統工程，讓南墓區智慧

化遠端監控管理。如此可以即時監測新城墓群核心區域現

場的各種聲音，並記錄現場圖像；對於在保護範圍內地面

開挖、取土等人工或機械設備作業時，即可觸發現場探測

器，系統可以在第一時間發出報警資訊，並在電子地圖上

顯示出準確方位；監控攝像頭、防盜報警器系統全天候覆

蓋監控，實現地上地下全方位監管。

該古墓群壁畫的智慧化保護於2005年開啟。甘肅省嘉

峪關絲路（長城）文化研究院魏晉墓保護研究所與敦煌研

究院合作編寫關於磚壁畫墓保護設計方案、日常監測方案

等，並對墓室的溫度、濕度、二氧化碳含量、墓室的周邊

環境進行監測，為墓藏保護提供科學有效的資料。未來，

希望通過數位化形式，讓壁畫動起來、活起來，讓中國寶

貴的傳統文化煥發新的活力，不斷傳承和弘揚，讓海內外

更多人都能認識和瞭解，共用其珍貴的歷史文化內涵。華

甘
肅省河西走廊偏西的嘉峪關市，不到3000平方公里

的小城蘊藏著巍峨壯觀的「天下第一雄關」嘉峪

關，還有生動再現驛使、商旅雲集真實場面的魏晉壁畫

墓、雄渾壯美的嘉峪關防線形成的露天長城博物館等50餘

處著名歷史文化遺跡。近年來，當地針對世界文化遺產嘉

峪關關城，傾力打造關城大景區，加速文化旅遊提質增

效。

但嘉峪關其周邊明代長城的類型較為豐富，主要是夯

土牆體。夯土是由紅泥、粗砂、石灰塊的三合土中的空隙

經過夯實的動作之後變得更結實。是土材質中較為結實的

建材，在古代是城牆、宮室常用的建材。

由於受風沙、雨水、凍融和急劇溫濕度變化等自然因

素影響，而產生如表面風化、片狀剝離、坍塌、酥堿（指

由於建築材料的品質問題和環境潮濕的原因，使建築材料

中的堿和鹽類溶出，聚集在牆體的表層和表面，在化學和

物理的雙重作用下，牆體逐層酥軟脫落的一種現象）、裂

隙發育、沖溝發育等為害長城的狀態。

啟用無人機對長城周邊環境進行巡察拍照與觀察

今年四月起，嘉峪關絲路（長城）文化研究院長城保

護研究所多次用無人機對長城周邊的整體環境進行全方位

巡察拍照與觀察。無人

機巡護可以從高空俯瞰

長城和其周邊賦存環境

的關係，對長城所在地

氣候、土質、植被、生

物、人類活動等做好監

已歷經數十載保護修繕的嘉峪關長城，再次運用多種科技保護新模式，讓長城保護成果得到有

效延續和傳承。

Variety 世界萬象

嘉峪關長城及魏晉墓群
運用新科技保存

▼

出土的磚壁畫《驛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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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1990年將「哈

伯太空望遠鏡（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送上

宇宙。它成功彌補了地面觀測的不足，幫助天文學家解決

了許多天文學上的基本問題，使得人類對天文物理有更多

的認識。此外，哈伯的超深空視場則是天文學家目前能獲

得的最深入、也是最敏銳的太空光學影像。哈伯太空望遠

鏡進入軌道 30 週年，由於其可以替換零件並由太空人維

修的設計，是 NASA 最長壽的觀測站之一，更觀測到不少

重要事件，從基礎促進了人類對於太空的認知。

生日那天哈伯望遠鏡拍下的太空景象

2020年NASA透過一連串實體與線上活動慶祝哈伯望

遠鏡的第30個年頭，最近他們發起活動，釋出由哈伯拍下

的照片，對應一年365/366天。只要在NASA活動頁面輸入

個人生日，就可以獲得一張你生日那天哈伯望遠鏡拍下的

太空景象。這些景象各代表一件太空中事件，雖然年份各

有不同，不過可以分別對應到每個人的生日日期。

這些照片可以下載原圖，在左下角也會附有詳盡的解

說。透過社群線上的互動，遙遠的太空一景不只是空中美

麗的亮光，更藉由生日和大眾產生了聯繫。

另外 NASA 在艾德溫．哈伯（Edwin Powell Hubble）

的舊辦公室也舉辦哈伯太空望遠鏡實體展覽，包括短

講、導覽和觀測，介紹哈伯望遠鏡三十年來的工作與發

現，以及和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的協作模式等。

艾德溫．哈伯（1889年11月20日∼1953年9月28日）是

美國著名的天文學家。哈伯證實了銀河系外其他星系的存

在，並發現了大多數星系都存在紅移的現象，建立了哈伯

哈伯太空望遠鏡（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是至今為止人類發射升空的最了不起的儀器之

一。它拍攝了大量經典的照片，激發了無數人投身航天領域的夢想，改變了多少人對宇宙的認知。

今年，是哈伯望遠鏡啟用30周年紀念。

定律，是宇宙膨脹的有力證據。哈伯是公認的星系天文學

創始人和觀測宇宙學的開拓者，並被天文學界尊稱為星系

天文學之父。為紀念哈伯的貢獻，小行星2069、月球上的

哈伯環形山以及哈伯太空望遠鏡均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另外 NASA 還每日釋出哈伯望遠鏡 30 年的 30 張代表

照，以及影片等資源。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asahubble/albums/72157713228021437】

你生日時，哈伯看到了什麼

想知道你生日的時候哈伯望遠鏡看到了什麼嗎？上 

NASA的「你生日時，哈伯看到了什麼（What Did Hubble 

See on Your Birthday？）」活動網頁，看看並分享到社群替

哈伯望遠鏡慶生吧！（https://www.nasa.gov/content/goddard/

what-did-hubble-see-on-your-birthday）華

哈伯望遠鏡三十歲
NASA送給每個人的生日禮物

▼哈伯太空望遠鏡（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是至今為止人類發射升空
的最了不起的儀器之一。此照片是哈伯太空望遠鏡所拍攝的經典照片之

一。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很久以前就聽說喀納斯湖有一種神祕之美，而且

位在新疆西北的阿爾泰山，是中國大陸的西北邊陲地

帶，因此很想有機會前往一窺其真面目。去年九月初

秋時節，正好有機會就毫不猶疑地整裝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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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錦｜圖‧文

喀納斯湖
與禾木村

神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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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納斯湖風景區的入口附近，大約還有一公里，但是車

子已經大排長龍，等著進入景區停車場。不論是去喀納斯

湖，還是去禾木村，都要在喀納斯湖風景區入口進入，然

後換乘景區的交通車遊覽，但車子排隊等著進入大停車場

卻很緩慢，等了半個小時才移動一點點，導遊建議我們下

車走到景區入口處，因為預約好的交通車已經在等我們

了。這個決定又是正確的，雖然要走路一公里，但是如果

要等到大車進入停車場，則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們只拿需

要用的東西，大行李則由大車直接送到今晚要入住的賈登

峪旅館，所以還算輕鬆。

我們進入喀納斯景區入口後，換乘一輛景區的麵包車

前往禾木村，因已過中午，首先到禾木村的梅花餐廳用午

餐，飯後才遊覽禾木村。

如詩如畫的禾木村

禾木村位在喀納斯河畔，是僅存的三個圖瓦人村落中

最大的村莊。禾木村的房子全由原木搭建而成，房頂一般

用木板釘成人字型，既保暖又防潮，在秋天萬山白樺呈現

金黃色的秋色中，像極了童話般的村莊，炊煙從村中裊裊

升起，形成有如夢幻中的仙境一般。

我們沿著村中的街道走著，街道兩旁的木屋有特色餐

喀
納斯湖是中國新疆阿勒泰地區布林津縣北部一著名

淡水湖，位於阿爾泰山脈中，外形呈月牙狀，被推

測為古冰川強烈運動阻塞山谷積水而成。湖中傳說有湖怪

出沒，據稱身長可達到十公尺，有科學家推測為大型淡水

食肉魚類哲羅鮭，但未得到實際觀測支持。

喀納斯湖區生活的圖瓦人是中國北方古老的遊牧民族

之一，自認為是成吉思汗的後代，是蒙古族的一支，他

們說的語言近似哈薩克語的突厥語，以放牧、狩獵為生，

沿襲傳統的生活方式。現在喀納斯地區僅存三個圖瓦人村

落，約二千人左右。 

從阿爾泰山腳下的布爾津出發

要前往喀納斯湖景區與禾木村，前一天晚上必須趕到

阿勒泰地區的縣城布爾津，在布爾津住上一晚，才能趕在

第二天一早上山。第二天一早出發上山，但天氣不佳，是

個寒冷的下雨天。依照原來行程我們是要先到喀納斯湖景

區，第三天才前往禾木村，但導遊擔心天候不佳喀納斯有

些景點因安全因素會關閉，因此改變計畫，這一天先去禾

木村，次日再遊喀納斯湖。反正當晚都須住在阿勒泰山上

賈登峪旅館過夜，並不會影響行程。

大約搭車三個半小時後，已經接近中午，我們才到達

▲秋天被金黃色白樺環繞的禾木村秋色。



廳、咖啡廳、茶屋、小商品店等，然後跨過一座禾木河的

木橋，順著登山的台階往山坡上走，大約半個多小時，就

登上一處很遼闊的觀景平台，可以觀賞俯視禾木村全景，

以及禾木河的風光，空谷幽靈、小橋流水、牧馬人騎馬從

林間揚塵而走來，古樸的山村景致盡收眼前。                                        

我們整個下午都在禾木村逗留觀景，一直到傍晚時分

才搭車前往賈登峪的旅館，先到百花餐廳用餐，然後走到

分散在山中的旅館住宿一晚。

山中的晚上很冷，房間需要開

暖氣，否則會被凍醒。

喀納斯湖的觀魚台與月亮灣

次日早晨，我們起個大早，因為今天是此行的重

點——喀納斯湖。喀納斯湖有幾個必遊景點，最主要的是

觀魚台，和神仙灣、月亮灣、臥龍灣等三灣景點。觀魚台

要爬上1068個台階，登上山頂的觀魚亭，可以俯瞰整個喀

納斯湖景色。

觀魚台因位在最高點，攀爬上有安全考量，並不是全

天開放，必須是晴天天氣好時才開放，如果登山台階結冰

也不會開放。本來導遊為了避開人潮，打算讓我們

早上先登上觀魚台，但卻因天冷一直沒開放，就改

變計畫，先讓我們到圖瓦人村落，觀賞圖瓦人的歌唱

表演。遊客先在圖瓦村落外面學習跳圖瓦人的傳統舞

蹈，然後才進入室內，觀賞圖瓦人用一種特別低沉的

嗓音，配合他們傳統的樂器，唱出懷鄉的歌韻，聽後令

人難忘。

看完圖瓦人表演，觀魚台還是沒有開放，我們先到

喀納斯湖畔觀景。喀納斯湖的湖水會隨著季節和天氣變化

而變換顏色。每年的四五月冰雪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

色；到了六月初夏，湖水呈淺綠或碧藍色；七月後上游白

色湖水大量補給，湖水由碧綠色變成微帶藍綠的乳白色；

到了八月湖水因降雨影響，呈現墨綠色；進入九月、十

▲禾木村都是木頭搭建的房子。      

▲一彎淺似新月的月亮灣。

▲喀納斯湖的觀魚台。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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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形成有若一輪淺淺的新月般，因而得名。月亮灣兩側

的森林會因季節而更換顏色，攝影愛好者會來此拍攝不同

的景色。「臥龍灣」距喀納斯湖10公里，是喀納斯湖的排

水口，河灣中心是一塊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條靜臥在

水中的巨龍，臥龍灣因此而得名。

遊完了三灣，時間已接近黃昏，我們還要趕回賈登峪

換乘大遊覽車，然後下山趕到布爾津縣城，在友誼峰大酒

店吃晚餐，並住宿一晚。因需要三個小時車程，當晚我們

吃晚餐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半了。其實要好好遊覽喀納斯湖

與禾木村，應該安排三天二夜才夠，而且喀納斯湖景區還

有其他景點值得一遊，因此以後再找時間來好好玩玩，而

且要選擇不同的季節。聽說冬天更漂亮，景色完全不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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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隨周圍植物色彩變化，成為一池翡翠色，光彩奪目。

沿著湖畔建有遊湖的遊艇碼頭，搭船遊湖的遊客在那

裡上船。湖畔是濃密的湖岸森林，森林間建有木頭步道，

讓遊客可以在充滿芬多精的森林中漫步。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未能搭船遊湖，只好在森林步道走走，體驗喀納斯湖

湖岸的原始味道，在密林中穿梭快走，卻也流了一身汗。

遊完喀納斯湖畔，因為已經接近中午時分，我們先趕

去遊客中心的喀納斯快餐廳吃午餐。到了下午二點，天氣

已經放晴，觀魚台終於開放了，我們就趕緊搭車上山，前

往景區最高點的「觀魚台」景點，攀登一千多個木頭步道

建成的台階，才能登上觀魚亭，俯看欣賞喀納斯湖全景。

要攀爬一千多個台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體力，

更需要好腳力，同行的友人很多都爬到一半後就放棄了，

中途折返。我是堅持爬到最高點的觀魚亭，觀賞了喀納斯

湖全景，證明自己的體力和腳力都還行。

從觀魚台下來，我們就搭乘麵包車，從山上高處往山

下遊覽，繼續前往行程計畫中的三灣景區，先到神仙灣，

再到月亮灣，最後是臥龍灣。

「神仙灣」之所以稱為神仙灣，是因為每在雨後初晴

的早晨，這裡會飄起一層雲霧，望之有若仙境，彷彿是神

仙居住的地方。中段的「月亮灣」是因為喀納斯河在此轉

▲九月的喀納斯湖湖水變成翡翠色，遠處的友誼峰仍然白雪皚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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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傲，過度自信，會毀掉人生。

——著名歌劇演唱家/石易巧
出身台灣的她，拿到國際藝術家最高文憑，在德國演

出多檔著名歌劇而成名，但她也曾因過度自信而遭挫折。

所以，她自認若沒有跌一跌，自己沒有機會檢視自身的優

缺點。

別讓情緒毀了你的努力！失控的情緒會傷人，比起

死，你更該怕被情緒左右。

——科普心理學作家/周若愚（劍聖喵大師）
他的作品，以科學的視角帶大家重新認識情緒，提高

情商，掌控人生。

隔離，人權沒有了；不隔離，人全沒了。

——時事評論作家/周德武
人權不是飄渺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選擇。人沒了，就什麼

也談不上了。

痛苦的經驗，是珍貴的教育。借著它，可以讓自己內心

強大。

    ——國際華商協進會會長、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羅台琴

未來的製造業，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完美結合。

——阿里巴巴創辨人/馬雲
製造業未來的重點，不是引進資金，而是引進知識和

人才。

做你認為正確的事，而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事。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
他給高中畢業生的建言是，如果只是做自我感覺良

好、方便、容易的事情，這就是當前社會如此混亂的原

因。若能以持久的價值觀為基礎，例如誠實、勤奮、責

任、公平、慷慨、尊重他人，這樣你將會成為解決問題

的一份子，而不是製造問題的那種人。

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要對他們坦白，對他們說真

話。

    ——美國前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他的講法是“level with the people”，是要視人民跟

自己處於同一水平，因而不會以隱瞞和敷衍的態度對

待。

失信者失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李金友    

環境保護，是開創人類美好生存空間的重要產業元

素，也是產業得以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辦人/丁楷恩

最黑暗的時代，就是你我下一波的大機會！

——商業週刊

一場疫情，扭轉全人類互動方式，引爆零接觸的商機。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創造就是人類真性情的積極展

開。

——著名作家/周國平     

我們可以出身平凡，但我們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創造不凡。

——美國白宮華人記者/張經義
當我們有機會創造夢想時，要用「打鐵仔」（台

語：鐵匠）的精神，去完成我們的夢想；當我們有機會

走出去的時候，一定要帶著我們的文化，因為我們的文

化是值得驕傲的。

智能全球化，帶來了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

化。

——法國總統/馬克宏
科技革命，帶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為人類創造了

重新審視和制定規則的空間。

新冠病毒的出現與全球性的普及，將會改變世界的秩

序。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平價的好貨，比便宜的爛貨，更值得投資。

——著名投資理財專家/查理．托馬斯．蒙格
他奉勸年輕人，別兜售你自己不會買的東西。

瘟疫本是禍，反省才有轉機。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洪蘭   

疫情令人類世界暫停，環境與萬物卻悄然復甦；瘟疫

是禍，若能因此檢討自己，它是帶來轉機的福。

  

對大都會這樣歷史悠久的機構，最大的風險是「一不留

神就自滿」。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現當代藝術部主席/瓦格斯塔夫
（Sheena Wagstaff）

她認為，由於館藏本身的豐富性，且策展人們各有不

同專長。所以若對事物抱著理所當然的心態，將會是很危

險的事。

勇氣就是臨危不懼。

——美國記者和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歐內斯特．海明威

如果沒有後悔，人生就沒辦法前進。

——知名節目主持人、作家/蔡康永
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但只要選了一邊，就會後悔怎

麼沒選另外一邊。我們一邊後悔，一邊活下去，因為後悔

形成動力與方向，驅使我們要把人生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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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高峰會，

本著「相容兩岸．廣納四海」的原則與理念，

促進華商經貿、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

獲得了全球華商的支持與肯定。

如今已成為海內外華商社團領袖的重要交流平台，

而且更是全球華商與各地政府之間交流合作的重要橋樑。

世界       高峰會
World  Summi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