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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TikTok（抖音海外版）是北京「字節跳動」旗下的全球影

音平臺，鼓勵用戶在平臺上發揮創意創作內容。「抖

音」為中國用戶所使用，TikTok則為海外市場專用，也是近年

來中國輸出最成功的APP之一。今年疫情期間，TikTok曾多次

拿下全球APP下載冠軍，目前TikTok全球下載超過20億次。

由於是「中國製造」，美國與印度等國政府，紛紛以「國

安疑慮」為由，對TikTok提出封殺與制裁的禁令。TikTok應用

程式在印度的下載量超過6.6億次，印度是TikTok最大的海外

市場，印度禁令可能導致TikTok損失超過60億美元。在美國總

統特朗普的威脅之下，在過去二個月來，字節跳動為試圖避免

TikTok下架或被迫出售的命運，不斷與各方交涉，試圖以分割

或販售海外業務來確保TikTok在美國的生存權。

TikTok核心資產是運用人工智慧來支援TikTok的推薦演

算法，此演算法讓TikTok打破中國騰訊（Tencent）、以及臉

書（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臺對市場的強大控制。因此，

吸引包括微軟、沃爾瑪、推特和甲骨文等知名企業陸續向字

節跳動聯繫，期望收購該公司旗下軟體TikTok的部分國家業

務。TikTok是首個來自中國且風靡全球的社交應用媒體，代

表著中國技術從「複製到中國」變成「從中國複製」，顯示

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國際化能力。但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

中，TikTok面臨的一系列障礙，似乎才剛開始。本期【封面故

事】以「TikTok的難題」刊出三篇相關的文章，來分析說明

「TikTok」所面臨的難題。

本期【產業風雲】專欄刊出四篇重要內容，包括「蘋果

Mac採用Apple Silicon自製晶片．擁有核心技術帶來競爭優

勢」、「印度電信巨頭Jio獲美企資金，期望成為印度數位經

濟霸主」、「餐飲外送平台產值高，各國競相併購」、「7-11

母公司收購美國Speedway，邁向全球零售市場關鍵一步」等

精彩文章。【財經報導】專欄刊出二篇文章，有「全球最大獨

角獸，螞蟻集團將上市」和「蘋果市值突破2兆美元，美國科

技巨頭受益疫情」等。

本期新增的【華商觀點】刊出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新任執

行主席李金友先生發表的「承先啟後——從中山先生的「中

華」談起  」，論述為貫徹孫中山先生遺志，海外華人應繼續

努力，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已任，團結一致，振興大中華。其

他【全球視野】、【世界萬象】、【華商短波】、【神州大

地】、【全球智慧】等專欄也有精彩內容，請大家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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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Global View

全球貿易量創新低
中國經濟一枝獨秀
隨著防疫封鎖措施導致空運和海運中斷，並使許多消費品和投資品需求受到衝擊，全球貿易流

在今年春天大幅下滑，降幅創20年來之最。中國是第一個實施防疫封鎖的主要經濟體，也是第一個
解除封鎖的國家。新冠病毒在中國暫時得到遏制，經濟復甦促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預計今年經濟將

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今
年春季全球貿易流量崩跌，減幅為20年來最大，因

新冠肺炎疫情而起的封鎖措施中斷了航空和海上運

輸，重創許多消費者和投資商品的需求。儘管近幾周貨物

跨境流動已出現反彈跡象，但長期來看，疫情造成的巨大

經濟和社會破壞將重塑全球貿易的樣貌 。

疫情除了造成運輸中斷外，也使得遍佈世界且推動全

球三分之一貿易的供應鏈受到考驗。有些國家受到國內生

產醫療用品供應短期刺激以及擔心對中國的依賴，正在提

倡建立貿易壁壘，並推動製造業回流等政策。在疫情減緩

後，這些措施可能使全球貿易重新洗牌。

第二季全球貿易量是20年有記錄以來最大跌幅
CPB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表示，截至6月份的三個月中跨

境貨物流動比第一季下降12.5％，為2000年有記錄以來的

最大跌幅，傷害程度尤甚於全球金融危機對貿易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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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大力反彈，預計是唯一增長的經濟體

中國是第一個實施防疫封鎖的主要經濟體，也是第一

個解除封鎖的國家。因此，在第1季出口下降7.7％之後，

第2季增加2.4％。在全球其他國家努力遏制新冠病毒之

際，中國的復甦動能正在增強，有望進一步縮小與美國經

濟的差距。

由於採取了嚴格的控制措施，新冠病毒在中國暫時

得到遏制，摩根大通（J.P. Morgan）最近將其對2020年中

國經濟的增長預期從4月份的1.3％上調至2.5％。世界銀行

（World Bank）和其他機構的經濟學家也紛紛上調了對中

國的預期。中國是唯一一個預計今年將實現增長的主要經

濟體。

儘管這一反彈難以和中國過去幾年的迅猛擴張相提並

論，但仍應有助於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加快追趕美國的

步伐。美國經濟2020年或將萎縮多達8.0％。

中國還需防範疫情捲土重來的風險

中國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出口在中國經濟產出中佔

比約為1/5，因此中國也指望美歐客戶克服新冠疫情的影

響。同時，中國還要在國內防範疫情捲土重來的風險。中

國年人均GDP為10,800美元，遠低於西方國家。據IMF數

據顯示，按這一標準衡量，中國在全球名列第71位，排在

墨西哥和泰國之後。

世界銀行前首席亞洲經濟學家Kharas表示，疫情還將

有助擴大中國相對於俄羅斯和巴西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實力。印度可能會大幅倒退，到明年底其經濟規模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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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境貨物流動增減幅
單位:%(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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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在2020年第2季較上季收縮12.1％，是1995年有紀錄以

來的最低水平。

第2季歐元區大型經濟體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採取嚴

格的封鎖措施，造成各個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

大幅滑落達兩位數。德國GDP收縮10.1％；義大利下降

12.4％；法國下跌13.8％；西班牙更大跌18.5％，是表現最

差的經濟體。

英國第二季GDP萎縮21％ ‧堪比「大冰霜」時期
英國國家統計局8月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英國GDP

在截至6月的三個月內萎縮21％。也就是說，英國GDP已

連續兩季萎縮，正式進入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經濟衰

退，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英國陷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萎縮。

美國因疫情造成的經濟慘況經常被拿來與1930年代的

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比較，但英國更慘，

堪比300多年前的「大冰霜」時期。1709年冬天，持續低

溫毀了農作物、葡萄酒桶爆裂，許多人在家中凍死，經濟

淒慘無比。歷史學家認為，英國那年的GDP比前一年衰退

13％，歷史稱為「大冰霜」時期。

美國和歐元區已經證實陷入衰退，然而，疫情爆發起

源地的中國，於第二季恢復成長，成功避免經濟衰退。英

國的衰退被預期是七國集團（G7）中最大季度降幅的國

家，原因是英國較晚才啟動封鎖管制以及較慢放寬防疫限

制。華

能不到中國的五分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

日本經濟今年將收縮5.8％。

美國第二季GDP暴跌32.9％，創歷史新高
美國第2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換算成年率後比第1

季萎縮32.9％，為史上最差的一季；由於是連續第2季出現

負成長，美國經濟已符合經濟衰退的定義。第2季GDP萎

縮幅度僅比預估的負34.5％稍好，而且是1947年有統計以

來萎縮最嚴重的一季。

美國各州政府在消費支出、出口銷售、存貨投資等

方面的急劇萎縮，都使得GDP成長率急速下降。相比之

下，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2008年第4季GDP成長率下降

8.4％，更早先前的低水位線是1958年第1季GDP成長率萎

縮10％。

美國各地的工人被告知降低經濟活動，導致美國失業

率急速攀升，美國失業率更是達到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

來最高水位14.7％。

學者強調，疫情回升，表示美國防疫失利，也使美國

經濟表現不如亞洲及歐元區等防疫成效較佳的地區。疫情

持續愈久，則經濟需要更久的時間才能恢復到疫情之前的

水準，將對企業及勞工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歐元區第二季GDP跌12.1％ 史上最慘
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初步統計數據，歐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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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單一市場近5億消費者的美國、墨西哥及加拿大新版自由貿易協定（USMCA）已於7月1日
生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表示，這項協定生效代表「北美貿易展開新歷史篇章」。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新篇章

及原料的產地得有一定比例是北美，因此供應鏈與汽車製

造商勢必得更緊密合作。

美墨加貿易協定原本預計6月1日生效，但由於新冠肺

炎疫情讓汽車製造業面臨經營困難。因此，墨西哥汽車製

造商希望將新協定推遲實施，以讓墨西哥汽車廠得以符合

自製率、勞動價值與原料的相關規定。

在《美墨加協定》下，汽車必須將自製率從62.5％提

高到75％，即確保75％的汽車零組件在美、加、墨製造，

才得以減免關稅。在汽車勞動價值上也規定，到了2023年

有40％∼45％的汽車零件，須由每小時收入16美元以上的

工人製造。汽車製造所使用的鋼材和鋁材，也須有70％來

自北美。

USMCA針對汽車業有關原產地和工資，有新的嚴格

規定，以鼓勵汽車零件商可以在美國從事更多生產。同時

要求墨西哥執行更嚴格的勞工標準，並取消了跨國公司通

過獨立專家小組就歧視性待遇尋求補償的能力（少數行業

除外）。

美國商界大力支持更新的協定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為1994年簽署的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更新法案。NAFTA於25

年前被採用後，美國失去了幾乎全部製造業工作的四分之

一，其中包括五分之一的汽車製造業工作。因此，2016年

特朗普競選時，就曾批評NAFTA是「有史以來最爛的協

經
過馬拉松式會談，美國、墨西哥及加拿大三方終

於在2018年11月簽下初始版的美墨加貿易協定。

且經過墨西哥、美國及加拿大國會分別在去年12月、今

年1月及3月通過後，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貿易協

定（USMCA）正式取代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並於

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

新協定旨在增加企業在北美投資，增加勞工就業機會

在USMCA新協定下，將幫助美國農民獲得更多的市

場准入，進入加拿大乳品、家禽和雞蛋市場，美國則允許

更多的加拿大乳製品，花生和花生製品以及少量的糖過

境；同時鼓勵北美提高汽車和卡車的自製率，防止過多的

外國產品傾銷現象，並增加勞工法規，引入最新的知識財

產措施、嚴禁操縱貨幣匯率，並為電商設立新法規，如禁

止加拿大和墨西哥強迫美國公司將其數據存儲在國內服務

器上，它還確保不會因其平台上出現的許多內容而在加

拿大和墨西哥起訴美國公司。同時，新協議提供了6億美

元，以解決該地區的環境問題，例如來自Tijuana的污水溢

出對聖地亞哥的影響，並且通過消除證明違法行為影響貿

易的要求，使法規更易於執行。這項協定將增加企業在北

美的投資，增加勞工就業機會。

根據相關協議文本，USMCA要求北美市場以更加公

平對等的貿易模式，就保護知識產權、防止貿易濫用、反

傾銷反補貼、反對操縱匯率等諸多方面實施最嚴格的條

例。這些條款被指是用於預防中國長期從事的類似不公平

貿易行為再度發生。

汽車工業影響最顯著

該協議最顯著的影響在於汽車工業，它規定汽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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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協定（USMCA）對每輛汽車設有產地及薪資規範

．至少75％零部件的產地是北美（NAFTA為62.5％）

．至少70％鋼鐵、鋁材的產地為北美

．	至少40～45％汽車零件是由每小時薪資16美元的工人
製造



議」，稱其把美國的就業崗位白白送給墨西哥。新版協定

增加了一個新的章節，並參照歐巴馬談判達成的「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作出一些更動。特朗普已經讓

美國退出TPP。

美國商界大力支持這份更新後的協定，主要原因是他

們擔心特朗普會讓美國完全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將給覆蓋整個北美大陸的一體化供應鏈帶來巨大打擊，新

版的簽署表明威脅消失。

USMCA協議還具備世貿組織（WTO）不具備的完整

爭端解決機制，並包含「毒丸條款」，即如果任何一個成

員國決定和「非市場」國談判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必須提

前三個月通知其他成員國。其他成員國可以選擇在六個月

內退出協定，組建它們自己的雙邊貿易協定。這一條例普

遍被指認為針對中國。

協定生效將爆更多爭議

協定生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大蔓延之際，三國之間貿

易額跌至10年來最低水平，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威脅對

加拿大徵收鋁關稅，墨西哥勞動法改革亦可能觸礁，未來

三國間可能因為新協定出現更多爭議。

新協定對墨西哥的勞工保障有了嚴格規定，由於墨西

哥的新勞動法正面臨多項法律挑戰，一旦被推翻，墨西哥

可能會被裁定為違反協定。此外，美國恢復對加拿大出口

鋁10％關稅的計劃遭到加拿大反對。能源業方面，美國油

企不滿墨西哥優待國營油企，違反協定中對私人投資者的

保障，加拿大亦不滿墨西哥的新法例威脅對可再生能源的

投資。

新協議將增加墨西哥製造成本

與美國距離近、出口免關稅、勞工便宜，是過去企業

佈局墨西哥的重點原因。但新協定可能削弱墨西哥的成本

優勢。

墨西哥是美國的「後花園」，在中美貿易戰開打後，

自然成為全球製造業選擇遷徙目的地之一。依賴的是美國

龐大市場、商品輸往美國又不用被課稅。所以墨西哥早就

因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成為全球製造業產品

輸往美國前的製造、組裝據點之一。隨著亞洲生產成本上

漲、產銷科技進步而興起的「短鏈革命」，墨西哥也在企

業移轉的名單之中。

但USMCA規定，汽車生產必須有40％是來自時薪16

美元的地區，將逼迫企業提高時薪；且嚴格的原產地規

定，或許對北美地區的製造業分工有幫助，如勞力密集的

低技術工作留在墨西哥，高技術的回流美、加。但可能讓

基礎工業不發達的墨西哥，更依賴美國。因為趨嚴的原產

地規定會讓關鍵零組件必須從美、加進口，並導致製造成

本進一步被提升。

美墨加今年商品貿易額創十年來最低

USMCA涵蓋北美洲每年1.2兆美元貿易額，關係著美

國1200萬個工作機會，以及1/3的美國農產品出口。根據美

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去年的報告，新協定預計在6年內為美

國創造17萬6000個工作機會，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成長0.35％。但是貿易委員會做這份報告時，新冠病毒大

流行還沒有發生。

且新冠肺炎疫情已拖累美墨加的經濟陷入衰退泥淖，

這三國今年以來的商品貿易額創下十年來最低水準，通常

美墨加每年的貿易額約為1.2兆美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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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距離近、出口免關稅、勞工便宜，是過去企業佈局墨西哥的重

點原因。但新協定可能削弱墨西哥的成本優勢。圖為墨西哥美術館前的

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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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執行火星任務的理想年份，因為今年地球與火星的距離接近，可以用較少時間和燃
料向火星發射探測器。因此在7月，有三個國家已進行火星任務，分別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希
望號」（Al-Amal），中國「天問一號」（Tianwen-1；Questions to Heaven）和美國的「毅力號」
（Perseverance）。三國探測器同時奔向火星，探索宇宙。

中美阿聯三國探測器同奔火星

自
從上個世紀60年代人類開始探索火星以來，各國火

星探測任務成功率只有五成，也只有美國、印度、

前蘇聯和歐洲太空總署曾成功地發射環繞火星的探測器。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6年，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的斯基亞帕雷利號（Schiaparelli）登陸器降落火

星表面時墜毀。而在2018年，美國洞察號（InSight） 探測

器成功登陸火星。

但今年7月，全球計畫發射的火星探測項目就有三

個，依發射時間順序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希望號」火

星探測器、中國的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以及美國的

毅力號火星探測車。

阿拉伯國家第一個星際任務——阿聯「希望號」

從2013年底，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就開始太空計畫，並

於2014年正式啟動火星探索任務，製造名為阿瑪爾（Al-

Amal，阿拉伯語「希望」之意）的太空船，預計將於2021

年抵達火星軌道，進行為期兩年的偵測。

希望號搭載日本三菱重工的H-IIA運載火箭，於

日本當地時間7月20日早上6時58分從種子島太空中心

（Tanegashima Space Center）發射升空。升空後，預計飛

行5億公里，於2021年2月抵達火星軌道，2021年也是阿聯

建國50周年。

希望號重約1350公斤，在杜拜研發，將在距火星表面

2萬至4萬公里的軌道上繞行火星。繞火星運行一圈約55小

時，繞行火星運行一個火星年，則需要687天。希望號主

要的任務是觀測火星大氣、氣候與天氣。這是阿聯也是阿

拉伯世界史上第一次的星際探索，展現阿聯的星際抱負。

阿瑪爾已創下多個第一的紀錄，它是第一個阿拉伯國

家的太空船，也是第一個由女性科學家主持的阿拉伯太空

任務。如果能順利抵達火星，阿瑪爾將成為第一個火星的

「氣象衛星」，在軌道上監測火星的大氣層和氣候變化，

並計畫拍攝第一張火星的晝夜全景照片。

阿聯盼轉型知識經濟並喚起伊斯蘭文明黃金時代

火星觀測不是阿聯大公國的主要目標，而是透過星

際任務使該國的知識經濟更具創新性。阿聯正在試圖轉

型，從傳統的石油和石化行業，邁向後石油經濟（post-oil 

economy），這就得依靠強大的科學和技術能力，才能實

現經濟多元化。希望在經常動盪不安的阿拉伯地區，激勵

年輕人環抱夢想大展鴻圖。讓阿聯從石油經濟轉型為知識

經濟，也期盼喚起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激勵年輕人追

求心中抱負。

深空探測新里程碑——中國「天問一號」

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Tianwen-1；

Questions to Heaven）於7月23日中午12時43分，在海南島

▼「天問一號」預計在2021年2月到達火星外圍，之後再嘗試滑入環繞
火星的軌道，並將一輛火星探測車送到火星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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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航天發射場由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發射。「天問一

號」由軌道衛星、太空船和地面探測車三部分組成，計畫

進行一趟完成環繞、著陸和地面探測三項任務。「天問一

號」預計在2021年2月到達火星外圍，之後再嘗試滑入環

繞火星的軌道，並將一輛火星探測車送到火星表面，屆時

將會停留90個火星日（約地球上3個多月）。這是中國深

空探測領域全新的里程碑。 

中國於2003年首次將宇航員送入太空，比俄羅斯和美

國晚了40多年。但自那時起，中國的太空計劃不斷取得新

的里程碑。去年，中國的嫦娥四號成為首個在月球背面著

陸的探測器。今年6月，中國將第35顆、也是最後一顆北

斗三號導航衛星送入了軌道，從而完成了與美國全球定位

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本土競爭。

中國的目標是到2030年能夠收集到火星岩石樣本並將

其帶回地球，還希望在2045年之前建立月球載人基地並有

能力將人類送上火星。

美國NASA發射毅力號——探測火星古老生命跡象
美國國家太空總署（NASA）於美東時間7月30日上午

7時50分，於佛羅里達卡納維爾角發射火星探測器「毅力

號」（Perseverance），同時還將部署機智號（Ingenuity）

火星直升機，這是首架能在另外一個星球上飛行的飛機。

毅力號預定於2021年2月18日抵達火星，主要任務是採集

火星岩石和土壤樣本送回地球，讓科學家檢驗火星現在和

過去是否有生命存在。

若按計畫順利進行，毅力號將成為1997年以來第5個

降落火星的探測器。好奇號（Curiosity）自2012年降落火

星，已經在火星上往返23公里的路程。今年3月，NASA公

布火星探測車「好奇號」在去年感恩節期間拍攝超過1000

張照片，組成高達18億像素的火星全景圖，這是有史以來

最清晰的火星地貌照片。

美國的目標是到2024年載宇航員重返月球，並在本世

紀30年代發射載人火星飛行任務。科技政策研究所（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去年曾表示，現實

來說，美國最早可在2037年實現發射載人火星任務，耗資

將超過1,200億美元。

配合火星與地球最短的距離——進行發射探測任務

火星是太陽系八大行星之一，直徑約為地球的二分

之一，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距地球最近約

五千四百六十萬公里，最遠約四億公里。探測器需飛行約

7個月抵達火星。

由於火星距離地球較遠，探測火星需要選擇它與地球

距離最近的時機，而這樣的機會每隔26個月才有一次，在

此期間，火星探測器從發射到抵達火星的時間最短也最節

省燃料，從而降低探測成本。正因如此，多個國家趕在今

年七月至八月短短幾周期間發射火星探測器。自1996年以

來，幾乎每遇到火星與地球距離最近之際，都有火星探測

器發射。

具研究價值——火星與地球環境最為相似

人類為何如此喜愛探索火星？歐洲太空總署表示，火

星是太陽系中與地球最相似的行星，是研究地球外有無其

他生命的最合適的地方。有證據表明，火星曾經有水，提

供了潛在的宜居環境。美國太空總署指出，探索火星將可

能有助於回答生命起源和演變的問題，火星還可能在未來

為人類提供新的「家園」。華

▼中國的目標是到2030年能夠收集到火星岩石樣本並將其帶回地球，還
希望在2045年之前建立月球載人基地並有能力將人類送上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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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國不同領域的九家行業巨擘聯手，成立「Transform to Net Zero」，旨在幫助全球企業實
現「零碳排放」；該組織目前正在招募更多成員，希望能在2050年以前，達成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
動峰會（UN Climate Action Summit）時，全球66國允諾的二氧化碳淨零排放。此外，蘋果公司公布
2020年環境進度報告，宣布將在2030年時讓所有產品達成碳中和。

全球企業共組聯盟
促成「零碳排放」目標

在
2019年第74屆聯合國大會於美國召開「氣候行動

峰會」（UN Climate Action Summit）時，包括全球

66國政府、10個地區、102座城市、93家企業與12位投資

人，全數承諾在2050年前達成「碳中和」，也就是二氧化

碳零淨排放。這可視為達成防止災難性長期氣候變遷的重

要之舉。

九家企業巨頭組成「Transform to Net Zero」聯盟
因此，由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耐吉

（Nike）、星巴克（Starbucks）、微軟（Microsoft）、

法國食品公司「達能集團」（Danone）、丹麥航運巨頭

「快桅」（A.P. Moller-Maersk）、印度科技公司「威普

羅」（Wipro Limited）、聯合利華及巴西化妝品製造商

「Natura＆Co」等九家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巨頭將組成

「Transform to Net Zero」聯盟，助力全球企業在2050年前

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這個名為「Transform to Net Zero」的聯盟表示，此倡

議將遵循九項原則，包括把環境目標放在公司管理工作首

位、披露更多數據，以及對氣候變化相關技術進行額外投

資等。此聯盟計畫繼續招募其他企業成員，並將與非營

利性組織美國環保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合

作，專注於為企業提供指導、研究以及制定藍圖，幫助企

業在2050年之前實現零碳排放。

先前許多企業都承諾改善碳排放量，但卻遠未達到聯

合國訂定的目標。「Transform to Net Zero」致力

於透過與各企業共享資源和商業策略，減少全球

碳排放，目標包含降低整個供應鏈從產品到服務

所產生的碳排放、影響企業對相關投資的實質承

諾和意願。

微軟投資10億美元創立「氣候創新基金」
微軟除了加入此「Transform to Net Zero」的

聯盟外，其實早在今年一月，微軟就宣布，將

在2030年實現負碳排放，也就是不只要達到零排

放，更要做到清除量大於排放量的負碳排放水

準，將碳足跡減少至中性以下。

自 2012 年以來，微軟一直致力確保「碳中

和」（Carbon Neutral），透過購買可再生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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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to Net Zero」致力於透過與各企業共享資源和商業策略，減少全球碳排
放，目標包含降低整個供應鏈從產品到服務所產生的碳排放、影響企業對相關投資的

實質承諾和意願。



碳補償（Carbon Offset）來抵消排放。微軟宣稱未來資料

中心將100％採用綠電運作，同時與綠能業者Sol Systems購

入500MW可再生能源，並將投資10億美元設立「氣候創

新基金」（Climate Innovation Fund），投資開發碳清除技

術。

蘋果期望2030年所有產品達成碳中和
蘋果公司七月公布《2020 年環境進度報告》（2020 

Environmental Progress Report），宣告將在2030年時讓整體

公司業務、製造供應鏈和產品生命周期全面實現碳中和。

蘋果官網指出，這個新的承諾，代表到了2030年時，每一

部售出的Apple設備都將達成零氣候影響。

報告指出，蘋果將在2030年時減少75％碳排放，並制

定創新的碳移除解決方案，以消除剩餘的25％碳足跡。這

項為期10年的氣候計畫藍圖，包括增加使用低碳和回收材

料，開發新方式降低各設施和和供應鏈的能源消耗，以及

投資除碳解決方案。

蘋果供應鏈使用綠電，減少碳排放

早在2018年時，蘋果就已宣佈全球設施包括辦公室、

門市、資料中心等，達成全面採用可再生能源的里程碑。

然而，蘋果74％的碳排放源自生產過程，也就是其龐大的

供應鏈之中。多年來，蘋果不斷鼓勵供應商使用綠電為他

們製造產品，按照《供應商綠能計畫》揭露，目前已有71

間供應商允諾使用100％綠電生產蘋果設備，其中有28間

是在2019年加入計畫。

使用綠電的供應商名單中也不乏台灣供應鏈，包括台

積電、和碩、日月光、緯創、可成、仁寶等知名業者。蘋

果表示，藉由這些供應商的響應，估計每年可減少77.9萬

公噸的碳排放。其中，台積電7月上旬向離岸風電業者沃

旭能源購買920MW可再生能源電力，締造全球最大的企

業購電契約。且截至2020年7月為止，共計已簽下1.2GW

可再生能源購買契約，預計可年減218.9萬公噸的碳排放。

鋁金屬製程不排碳、材料可回收

除了要求供應鏈節能減碳，蘋果也從產品設計、回收

等不同角度著手減碳，多年來致力開發拆解機器人，其最

新版「Dave」可回收產品中的稀土磁鐵等關鍵材料。開採

稀土需耗費大量能源，同時也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蘋

果2019年也於德州奧斯丁建立「物料實驗室」，以探索未

來的回收技術。

根據《彭博》（Bloomberg）報導，蘋果過去一年已

開始使用「零碳排」的鋁材製作產品。這些鋁材由全球兩

大供應商力拓集團（Rio Tinto Group）及美鋁（Alcoa）創

立的合資公司Elysis生產。該公司使用新技術生產鋁材，

在鋁金屬的製程中採用先進的導電材料代替碳，僅釋出氧

氣，而非二氧化碳。

未來，Apple將透過投資、以及與兩大鋁材供應商的

合作，積極支持開發直接無碳冶鋁工藝。Apple宣布，此

類低含碳鋁金屬目前正在投入首批生產，計劃用於16吋

MacBook Pro。

另外，蘋果也針對「回收」技術推陳出新。Apple過

去一年推出的所有iPhone、iPad、Mac 和Apple Watch裝置

均採用回收材料製造，包括iPhone觸控引擎100％採用回

收的稀土元素製造。其最新的回收技術是透過一個名為

「Dave」的機器人來拆解 iPhone上的觸控引擎，以更好地

回收稀土磁鐵和鎢等關鍵材料，同時還可以回收鋼材，這

是繼「Daisy」iPhone拆解機器人系列後的下一步。

Apple表示，透過產品創新，設計出盡可能節能的產

品，2019年已減少了430萬公噸的碳足跡。而在過去11年

間，Apple將產品所需的平均能耗降低了73％。

矽谷也很「綠」

蘋果並不是矽谷唯一針對氣候變遷宣布新計畫的公

司。《Wired》指出，去年9月亞馬遜（Amazon）制定新計

畫，於2040年達成淨碳排放為零的目標，透過與電動車新

創Rivian購入10萬輛送貨車、擴大綠能使用比例的作法達

成；Google也收購再生能源企業，達成該公司用再生能源

發電的承諾，並於去年中也宣佈所有與客戶間的物流運輸

都將在今年達到碳中和，且2022年其所有硬體產品都將包

含回收材料；臉書也承諾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該公司

86％的業務營運都是由再生能源驅動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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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遊產業是全球經濟第三大出口類別，僅次於燃料和化學產品。根據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

會（WTTC）資料顯示，旅遊業貢獻經濟產出約10％，且地球上每10人就有1人從事旅遊業。因此，
若新冠肺炎疫情持續12個月，全球旅遊業全年損失上看3.3兆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4.2％，且產
生的蝴蝶效應將無限擴張。

疫情下的全球觀光旅遊產業

聯
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重創全球旅遊業，導致全球觀光業今年

前五個月損失3,200億美元，超過1.2億個工作面臨風險。

根據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的資料，全球旅遊業今年

1∼5月的出口損失3,200億美元，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最

嚴峻時期的三倍。疫情導致今年1∼5月國際遊客人數銳減

一半以上。

這對已開發國家而言是「重大衝擊」，但對開發中國

家來說更屬「緊急情況」，特別是對非洲和小島型國家；

在這些國家中有些國內生產毛額（GDP）超過20％來自觀

光業。

古特瑞斯說，旅遊業是全球經濟的第三大出口產業，

去年占全球貿易比重7％，「旅遊業為數億人口提供生

計，全球每十人就有一人賴以為生。」除了旅遊業的工作

岌岌可危，報告也稱，在全球聘僱1.44億名勞工的餐飲服

務等行業，其就業也遭受疫情威脅。

 

疫情持續12個月，全球旅遊業損失將擴大到3.3兆美元
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UNCTAD）預估，若疫情持

續12個月，全球旅遊業全年損失上看3.3兆美元。UNCTAD

的報告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旅遊業至少會失去1.2

兆美元收入，這一金額相當於全球GDP的1.5％。疫情對住

宿、餐飲等就業機會的打擊恐非常嚴重。

UNCTAD的報告預測，如果這種情況持續8個月，損

失將達到2.2兆美元；若持續12個月，損失將擴大到3.3兆

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4.2％，其中損失最多的可能是美

國。報告認為，很多人擔心出境旅遊有風險，而且由於經

濟惡化，也失去了外出旅遊的經濟能力。

許多富裕國家的旅遊業也將受到擠壓。據UNCTAD預

測，由於國際旅遊急劇減少，包括法國、希臘、義大利、

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國在內的歐美熱門目的地，可能會損

失數十億美元。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美國損失的觀光收益

均排在全球首位。在封鎖4個月情形下，美國損失了1870

億美元，其次是中國的1050億美元，泰國與法國也分別損

失約470億美元。

旅遊與住宿、飲食、休閒等多種行業密切相關，提供

了大量就業機會。報告分析稱，國際旅遊收入每減少100

萬美元，一國的國民收入就會降低200萬∼300萬美元。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預測，如果出入境

限制措施等持續到12月，2020年全球遊客最多將比去年減

少約8成，這是1950年以來最大降幅。該組織警示，將有

1.2億人陷入失業危機。

觀光營收減少，也導致自然保護區遭偷獵、棲息地遭

破壞的問題惡化，許多被列為世界遺產的景點不見人潮，

當地社區因此難以維生。

疫情衝擊全球旅遊業，持續威脅新興市場

面對新冠疫情，很多類型的經濟活動都找到了變通

方法。但國際旅遊並不是其中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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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的經濟學家使用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估值來衡量今年旅遊業收入的下

降程度。

泰國是樣本中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這個旅遊大國的

經常項目餘額受到的淨影響約為-6.1％。

對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淨影響預計從土耳其

的-2.5％到墨西哥的-0.8％不等。這一變化應該會使中國和

俄羅斯的經常項目盈餘增加約1.1％，因為這兩個國家出境

遊的支出高於入境遊的收入。

由於各國原本的情況不同，受衝擊之後的結果也各不

相同。以泰國為例，雖然經常項目餘額下降6.1％，但考慮

到去年盈餘近7％，泰國的經常項目仍會保持少量盈餘。

 

航空客運2024年恢復至疫情前水準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在6月發佈的全球航空運

輸業財務預期報告顯示，全球航空公司在2020年的收入

預計只有4,190億美元，比2019年收入（8,380億美元）下

降50％。航空業今年料將虧損840億美元，淨利潤率下降 

20.1％，成為史上表現最糟的一年。

該協會稱，由於目前全球大多數航班停飛，航空業營

收可能會從去年的8380億美元驟降至4190億美元。元月至

7月取消的航班數達750萬個班次。IATA代表全球約290家

航空公司，占全球航空運輸的82％。

雖然，目前在美州、歐洲、亞洲等國家，其國內的航

班正在恢復，但國際客運上仍處於艱難時刻。隨著多數國

家實施旅遊限制以抑制疫情擴散，6月的平均全球航空客

運量同比去年暴跌 86.5％，5月也暴跌91％；衡量乘客座

滿程度的承載率為57.6％，創歷來6月最低。

IATA預測，在今年復甦趨緩下，全球航空業客運量將

比去年減少55％，同時預估新冠疫情對航空業的影響或將

持續多年，全球航空客運量最早要到2024年才有望恢復至

疫情前的水準。

IATA表示，重拾信心對航空旅遊需求復甦至關重要。

前景不明使得企業開始刪減國外出差預算、增加線上會議

使用頻率、國際旅遊管制持續，以及疫情疑慮揮之不去等

因素，在在弱化了當前企業信心和航空旅遊之間的關係。

此外，消費者信心仍接近歷史新低，反映民眾憂心失業率

上升及當局的紓困會否在未來幾個月持續下去。

國際航空裁員、倒閉及虧損等悲觀訊息陸續傳出

航空業深受疫情打擊，儘管愈來愈多國家開始逐步解

除封鎖措施，但航空業的裁員潮似乎仍未止住。澳洲航

空、達美航空、美國航空等國際航空陸續傳出裁員或放無

薪假的訊息，全球最大青年旅行社STA Travel更是宣布停

業。

綜觀全球航空產業，許多業者早已抵擋不住疫情

海嘯，截至今年七月，全球有多達22家航空公司宣布

倒閉，包括南非最大航空公司南非航空（South African 

A i r w a y s）、南美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哥倫比亞航空

（Avianca）、澳洲虎航（Tigerair Australia）等。

沒倒閉的，財務狀況也不樂觀。美國最大航空公司美

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第二季虧損高達21億美金、

2020年預計的旅遊業短缺對經常項目餘額造成的影響

俄羅斯

中國

韓國

巴西

印度

墨西哥

南非

馬來西亞

土耳其

泰國

-6百分點 -5 -4 -3 -2 -1 0 1 2

註：預期植基於IMF的經濟學家使用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估計值         數據來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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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航空業損失營收

亞太   

歐洲    

北美    

中東    

拉丁美洲  

非洲     

1130

890

640

240

180

60

整體產業
3140

註：為損失的客運營收                                 資料來源：IATA

單位：億美元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第二季淨損達9.15億美元；

泰國航空（Thai Airways）向法院提出重整計畫、國泰航空

（Cathay Pacific）也向港府尋求資金挹注。

貨運收入令人驚喜．中華航空是唯一獲利亞洲

航空公司

雖然客運處於停滯狀態下，貨運領域倒是一片黯然

中的最大亮點。由於客機停運，導致腹艙運力的大幅下

降，因此貨運運力出現嚴重短缺，預計今年運力將上漲約

30％。貨運收入預計在2020年將創新高，達1,108億美元，

佔整個行業收入的26％，高於2019 年（12％）。

國籍航空靠貨運衝營收，已經成為疫情下新常態。以

台灣中華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為例，同樣受到疫情

影響，華航載客率掉到只剩4％，第一季虧損高達37.73億

元新台幣，但第二季竟繳出獲利24.59億元新台幣的好成

績，是目前亞洲已揭露財報中，唯一獲利的航空公司。華

航旗下有18架747-400全貨機，規模是全球第六大的航空貨

運公司，這款機型的優點是載運量大，不過缺點是耗油，

然而近期國際油價下跌，讓用油成本降低，因而受惠。

專家分析，華航有此成績，主要關鍵是台灣疫情相對

緩和，加上國內醫療物資產能仍維繫在充裕的狀態，因此

外需市場活絡，大量物資藉由航空貨運外送他國，讓台灣

的華航及長榮兩大航空公司有持續營運的空間。但專家也

提醒，一旦疫情影響拉長，未來的演變都是未知數，對所

有航空業者而言，設法開拓新的財源並減少不必要開支，

才能確保體質無虞。

旅遊業占全球經濟產出10％以上．旅遊業崩潰
的蝴蝶效應

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WTTC）的資料顯示，在全

球範圍內，旅遊業貢獻了過去5年新增就業的四分之一，

貢獻了經濟產出的約10％。因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旅遊業

崩潰，將會是從一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大規模失業，進

入眾多行業大面積破產的階段。

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旅遊業崩潰很可能波及幾乎所有

行業和企業，從製造業到房地產、餐廳、奢侈品、金融服

務—凡是想到的基本上都會受影響。這一切可能引發大量

企業破產、高失業率和經濟急劇下滑。

今年全球航空客運量預計下降60％，波音（Boeing）

和空中巴士（Airbus）這兩家主要飛機製造商正面臨大量

訂單取消的局面，而眼下歐美貿易緊張正在升溫。這當然

加劇了美歐在更廣泛領域（從飛機補貼到數字稅收）的貿

易爭端。這也給全球製造業供應鏈帶來了壓力。

公共部門的支出也將受到打擊。在紐約等城市，房地

產構成稅基的最大部分。昂貴的辦公室空空蕩蕩，其所在

街區彌漫著陰森、荒涼的氣氛。像Google的大型科技公司

在美國許多大城市是房地產消費大戶，但Google已決定在

明年夏天之前不會讓員工回去工作。

這場旅遊危機也影響到了共用經濟。沒有大規模跨境

旅行，意味著奢侈品購買和昂貴的留學也會減少，對餐館

造成進一步打擊。

三大趨勢分析顯示航空客運市場復甦前景悲觀

IATA報告也指出，由近期三大趨勢的分析顯示，航空

客運市場復甦前景較為悲觀。一是美國和發展中經濟體遏

制新冠肺炎疫情的進度緩慢，這些國家約佔全球航空客運

市場的40％，它們持續關閉國際航空旅行，已嚴重阻礙了

經濟復甦；二是商務差旅被大幅縮減。企業仍面臨財務壓

力，商務差旅預算因而受到很大限制，視頻會議正在取代

面對面會議；三是消費者信心虛弱。探親訪友、休閒旅遊

等需求被壓抑，以及就業保障壓力加大、失業率上升和消

費者信心不足等現象。據國際航協6月份一項乘客調查顯

示，約55％的受訪者不打算在2020年出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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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樟宜機場的停機坪。



亞洲遊客的觀光支出逐漸擴增
單位：10億美元

歐洲及中亞              南亞東亞及太平洋                   北美

中東及北非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區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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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旅遊觀光協會 (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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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隨著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亞洲—中產階級的壯大推動包括旅行在內的休閒活動支出增加，旅遊業對全球經濟的貢獻也不斷增大。同時，
低成本旅行的發展也推動了遊客數量的增加。



成
立於2014年的螞蟻集團（Ant Group）為全球估值最

高獨角獸企業。螞蟻集團於8月底向上海證券交易

所科創板（STAR Board）遞交了上市招股說明書，並同

步向香港交易所遞交A1招股申請文件。這意味著螞蟻集

團正式開啟「A+H」上市之旅，此次上市可望超沙特阿美

（Saudi Aramco）成為史上最大規模IPO（首次公開募股）

紀錄。螞蟻集團預計最快將在今年9月或10月份上市。

 螞蟻集團據悉計劃A+H上市合共籌資300億美元，其

對應估值至少2000億美元以上。中金、花旗、摩根大通、

摩根士丹利負責其香港IPO事宜。美國銀行分析師依其

2021年本益比45倍估計，估值大約是2100億美元，摩根大

通以螞蟻金服2023年本益比25倍左右估算，估值為218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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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超過2000億美元，全球最大的線上支付平台支付寶（Alipay）的螞蟻集團，預計將集資300
億美元，於9月或10月份在上海科創板和香港交易所（A+H股）同步上市。以集資規模計算，螞蟻集
團有望超越沙特阿美（Saudi Aramco），成為史上集資規模最大的IPO案，也是全球最有價值的金融
科技公司。

全球最大獨角獸
螞蟻集團將上市

螞蟻集團IPO概況

上市地 上交所科創板和港交所主板，A+H同步上市

市值 至少2,000億美元，挑戰茅台地位

募資用途

進一度支持服務業數字化升級做大內需，加

強全球合作助立全球可持續發發展，支持阿

里巴巴集團加大技術研發和創新

上市願景
螞蟻集團井賢棟表示，全力以赴，做一家能

活102年的好公司

美元。但不管如何，破2000億美元都是共識。若依照2000 

億美元估值計算，螞蟻集團預計發行15％ 的股份，當中

10％ 將於上海科創板發行，其餘5％ 將在香港進行全球銷

售。

馬雲麾下中國最大的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曾被視為

中國銀行體系的顛覆者，如今這公司已成為中國的領軍企

業。螞蟻集團希望通過在香港和上海兩地上市，出售至少

10％股份，有望募得創紀錄的300億美元。螞蟻集團提交

的文件稱，計劃將IPO所得的30％用於擴大用戶基礎和數

字服務，40％用於創新和研發，其餘資金將用於跨境支付

和一般企業用途。

美國依然是全球最成熟的資本市場之一，資本流通性

好，品牌關注度高。在上市制度建設和革新上，美國資本

市場始終走在全球資本市場的最前列。以螞蟻集團的重量

資本，最合適的上市地應是資本容量最大的美國。但由於

美國資本市場對巨型中概股關閉大門，因此香港和成立僅

一年的上海證交所科創板（STAR Market）兩地上市是螞

蟻的唯一選擇。

8月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20胡潤全球獨角獸榜》顯

示，螞蟻集團以逾1兆人民幣估值蟬聯第一。作為全球最

有價值的未上市獨角獸，螞蟻集團這次上市估值為2000億

美元，將成為2020年全球最大規模的IPO。



螞蟻金服擁有世界上最大行動和在線支付平台

「支付寶」

螞蟻金服（Ant Financial，全名是浙江螞蟻小微金融

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Alibaba）旗下支付寶的母公司，於2014年

成立，運作著世界上最大的行動和在線支付平台「支付

寶」、世界上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餘額寶」及第三方信

用評級系統芝麻信用和發放小企業貸款的「螞蟻微貸」和

網商銀行等。光是消費借貸，螞蟻集團的規模已超逾人民

幣6,000億元，遠超過中國第二銀行（中國銀行）的規模，

是中國建設銀行的3.7倍。

螞蟻金服在中國有逾9億活躍用戶，在全球用戶數量

接近12億，且有著強大的雲計算能力。據高盛的分析師預

計，到2021年，螞蟻金服所發放的消費貸款餘額會增至近

人民幣2兆元，較兩年前增長了三倍多。

此外，螞蟻金服的旗艦貨幣市場基金（天弘餘額寶）

迅速成長，也讓監管機構感到不安，因此天弘餘額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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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規模縮減，但仍有超過6億中國人仍投資於該基金，相

當於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螞蟻金服幾乎囊括了中國所有的金融牌照。為了擺脫

其金融公司的形象，減輕金融監管的壓力，螞蟻金服6月

正式更名為螞蟻集團，將自己定位為一家向各類中國企業

提供科技服務的公司，表示該公司60％的員工從事科技相

關工作，讓中國監管機構相信該公司不會對中國金融體系

構成威脅的作用。

但是，它在中國金融體系中保留著龐大足跡，逾6億

用戶將資金存入其「餘額寶」貨幣市場基金。在截至3月

底的一年裡，提供理財、線上貸款和保險等數位金融服務

為其貢獻50％以上的營收。

螞蟻金服擁抱科技‧更名為「螞蟻科技集團」

螞蟻金服在六月去除名稱中「金融」一詞及「浙江」

的地域特徵，正式更名為「螞蟻科技集團」，擴大了業務

內容範圍，也強調其作為科技提供商的角色，而不是金融

留住用戶
螞蟻集團的行動支付網絡「支付寶」擁有大約9億
用戶。許多用戶並在此應用程序上使用其他金融服
務。

螞蟻集團的金融服務

支付 財富管理 小額貸款

保險 信用積分

每10位用戶中有8人至少使用3項服務

且每10位用戶中有4人使用全部5項服務

數據來源：螞蟻集團

巨頭螞蟻
若螞蟻集團在其IPO中收穫200億美元的市場
資本，該公司將成為全球首次上市的公司中
估值最高的。

基於IPO價格的最高估值   單位：十億美元

200螞蟻集團(2020) 

                 
              
               
                    
                      

阿里巴巴(2014) 168

中國農業銀行(2010) 130

中國工商銀行(2006) 129

中國銀行(2006) 93

臉書(2012) 81

註：數據涵蓋紐約、倫敦和香港的證交所，不
包括超額配售選擇項。
數據來源：Dealogic、員工報告(螞蟻目標估值)



公司，被解讀是為即將進行的IPO鋪路。「螞蟻集團」指

出，新名稱意味著公司將全面服務社會和經濟數字化（數

位化）升級需求，但螞蟻還是那個螞蟻，堅持創新，用技

術為全球消費者和小微企業創造價值是不變初心。

「螞蟻集團」的估值取決於支付寶（Alipay）的主導

地位。持有螞蟻集團33％股份的阿里巴巴（Alibaba），正

將其所有服務整合至支付寶「超級app」。市場研究機構

易觀（Analysys）數據顯示，目前支付寶在中國有9億多

活躍用戶，在去年中國總計人民幣204.8兆元（合29.3兆美

元）的移動支付交易中，支付寶佔比接近54％。

螞蟻集團日賺1.2億人民幣
螞蟻集團在8月25日向上海和香港證交所遞送上市

檔，首度公開了財務數據細節。螞蟻集團2020年1至6月，

營收725億人民幣，獲利212億人民幣，相當於日賺1.2億人

民幣。淨利率高達約30％，對一家相對年輕的企業來說，

真的相當高。去年數位支付與商戶服務貢獻集團約43％營

收。螞蟻集團指出，支付寶今年截至6 月為止，經手中國

高達118兆人民幣交易，國際交易也高達6620億人民幣。

螞蟻集團將成中國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

成立至今，螞蟻集團共經歷九輪融資，最後一輪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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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集團各部門收入
■支付   ■金融服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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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億人民幣合約1.45億美元
數據來源：螞蟻集團

資估值1,556億美元，當時它從淡馬錫（Temasek）、泛大

西洋投資集團（General Atlantic）、華平投資（Warburg 

Pincus）和Baillie Gifford等投資者籌集約140億美元。螞蟻

集團的目標是估值超過2,000億美元。這將推動螞蟻集團躋

身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服務公司之列。

在美國，支付處理巨頭萬事達卡（Mastercard）的市

值為3,130億美元，PayPal在今年股價大幅上漲後市值達到

2,100億美元，而高盛集團（Goldman ）的市值為730億美

元。上市後，螞蟻集團將成為中國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

與PayPal和萬事達卡同列全球金融科技龍頭企業。

 移動支付技術方面的優勢領先
在螞蟻集團內部，長期以來令許多員工感到自豪的一

點是該公司在移動支付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這是中國為

數不多領先於西方的領域之一。在美國，PayPal、蘋果公

司的Apple Pay以及其他在線支付網絡長期以來一直嘗試推

動消費者轉向移動支付，但與中國相比，普及速度很慢。

螞蟻集團的轉型

螞蟻集團仍在中國的移動支付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但

它不再與金融行業競爭，而是成了一個金融產品線上超

螞蟻集團此次上市有望擠身為
全球最有價值公司之列

參考其他幾家公司的市值

單位:10億美元

VISA

萬事達卡

摩根大通

PAYPAL

SQUARE

$100 $200 $300 $400

註：截至8月24日
數據來源：FactSet



市。它仍在中國的移動支付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但它並沒

有與金融行業競爭，而是成了一個金融產品線上超市，讓

用戶可以賒購、投資共同基金，還能購買傳統保險公司的

保險。

螞蟻集團在上海及香港上市將對科創板起到巨大推動

作用，也將有助於鞏固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中心的地位。

螞蟻集團上市將給投行帶來豐厚收入

螞 蟻 集 團 的 重 磅 兩 地 上 市 將 給 花 旗 集 團

（Citigroup）、摩根大通（JPMorgan）和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總共帶來至少3億美元手

續費收入。對於常駐香港的銀行家，這可能是10年來最大

一筆手續費收入。

螞蟻集團表示，將以20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的估

值，在香港和上海兩地至少發行10％股份。知情人士稱，

該集團可能至多發行15％股份。在這一區間的最高端，此

次上市可能在香港產生4.5億美元手續費，創下日本以外亞

洲交易的紀錄。

手續費很可能達到IPO規模的1.5％—據銀行家和律師

們透露，這是香港典型區間的中點。手續費的分配方式將

取決於此次發行在香港和上海之間如何分割，以及交易的

最終規模。

港交所重奪全球市值最高交易所桂冠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Hong Kong Exchanges  & 

Clearing，港交所）在螞蟻集團宣布在香港上市的計畫之

次日，股價創下五年來最大單日漲幅，使其成為全球最

具價值的交易所。這近10％的漲幅將港交所的市值推升至

620億美元，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高出約20億美

元，使其成為世界市值最高的交易所。

中國三巨頭齊聚港版那斯達克 
中國互聯網市值三巨頭，阿里、騰訊、螞蟻集團將齊

聚港股，打造「港版那斯達克」。若螞蟻集團今年內在港

上市，港交所的融資額有望連續第三年超過那斯達克，成

為全球科技公司上市規模最大的交易所。

依螞蟻集團體量規模和市場預期，同步在上交所科創

板和港交所上市後市值有望超過美團點評，成為大陸互聯

網科技公司第三高。這也意味著，最值錢的三家中國互聯

網公司，將全部被港交所收入囊中。

近兩年，港交所力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科技股投資聖

地，為互聯網陸企赴港上市掃清障礙。隨著阿里、網易、

京東、攜程紛紛在香港二次IPO，加上已上市的騰訊、美

團、小米，新經濟公司陣營龐大。

去年，受益於阿里巴巴回歸，港交所IPO融資總額逾

400億美元，超越那斯達克成為全球最大發行地，後者融

資275億美元，居第二。今年受疫情影響，港股IPO低迷，

上半年新上市公司59家，融資總額約112億美元，暫時落

後於上交所和那斯達克。但隨著中概股回流和螞蟻獨角獸

企業到來，恢復生機。

阿里巴巴等被納入恆指新推出的龍頭科技企業指數

恆生指數已在7月27日推出「恆生科技指數」又被稱

為「港版那指」，期望與恆指、國指並列為「三大旗艦

指數」。恆生科技指數的選股範疇，主要涵蓋與科技主題

高度相關的香港上市公司，包括網絡、金融科技、雲端、

電子商貿及數碼五大主題業務。新指數將會追蹤經篩選後

市值最大的30間於香港上市的科技企業，其中包括阿里巴

巴、美團點評、騰訊控股、小米集團，據最新權重計算，

「ATMX」（阿里巴巴、騰訊、美團點評、小米）權重占

三分之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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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生科技指數小檔案
項目 內容

成立時間 2020年7月27日

背後意義
又稱「港版那指」，與恆指、國指並列為
「三大旗艦指數」

涵蓋行業 網路、金融科技、雲端、電子商貿及數碼

追蹤類股
3 0大科技港股，據最新權重計算，
「ATMX」(阿里巴巴、騰訊、美團點評、小
米)權重占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整理



消
費大眾對科技的依賴正在推動蘋果和亞馬遜等科技

巨型企業的增長。與科技行業的蒸蒸日上形成鮮明

對比的是能源和旅遊等行業的低迷，新冠疫情削弱了這些

行業的市場需求，引發了破產潮。科技行業則是少數未來

幾年仍將擴張的行業之一。

蘋果市值突破2兆美元
當2011年庫克（Tim Cook）接任蘋果（Apple）執行長

一職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蘋果完蛋了」，因為庫克被

評價為缺少賈伯斯對於產品設計的敏銳與苛求，認為蘋果

終將走向平庸，iPhone將成絕響。但蘋果在庫克的帶領下

的9年內，蘋果市值在今年8月20日一度突破2兆美元，高

於義大利、巴西、加拿大等國的GDP，等於位列全球第8

大國家。

這家矽谷先驅是美國第一家在公開市場上達到2兆美

元的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二家達到此里程碑的公司。沙

烏地阿拉伯國有的沙特阿美公司（Saudi Aramco）曾在去

年12月首次公開發行（IPO）次日盤中短暫觸及這一里程

碑，但隨後其股價下跌，收盤時市值不到2兆美元。

蘋果股價今年迄今累計上漲50％以上
蘋果在2011年超越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成為美

國市值最大的公司；24個月前，蘋果才剛成為全球第一家

市值達到1兆美元的公司；在今年6月10日，蘋果成為美國

第一家市值跨越1.5兆美元大關的上市公司；接著在8月，

蘋果公司市值首破2兆美元，蘋果股價今年迄今累計上漲

50％以上。這一驚人成就凸顯出蘋果因新冠疫情升溫而受

益，以及蘋果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蘋果公司現在的市值還超過了小型股指數羅素2000指

數（Russell 2000 index）的全部市值，大致相當於美國六

大行業巨頭—Visa、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沃爾

瑪（Walmart）、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PayPal以

及Netflix的市值之總和。

「庫克船長」帶領蘋果繼續創造驚喜

9年過去，蘋果在庫克的帶領下成為全美市值最高的

企業，全球iPhone用戶突破9億人，蘋果也超脫iPhone或

iPad的範疇，打造出Apple Watch、AirPods等全新硬體產

品，引領業界風潮，並將觸角深入數位領域，去年一次推

出新聞、影視、遊戲等多款訂閱服務。

雖然Apple Watch並非一推出就轟動全球，AirPods首度

亮相也不獲青睞，但進入2020財年以來，服務及穿戴式裝

置已成為僅次iPhone的兩大營收來源。現在蘋果銷售的穿

戴式裝置比任何競爭對手都多，庫克曾說，穿戴式裝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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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許多公司及多地關閉，使消費者在家工作和上課的時間增加，促進線上銷

售，達到2位數成長的優異表現，科技企業皆受益於此。蘋果、亞馬遜、Alphabet和臉書等美國四大
科技公司公布亮麗財報促使股價上漲，市值總共增加2,000億美元。同時造就蘋果成為美國第一家在
公開市場上達到2兆美元的公司。蘋果和特斯拉（Tesla）股票分割，更促使股價狂飆。

蘋果市值突破2兆美元
美國科技巨頭受益疫情



品規模足以達到《Fortune》企業150強的等級。

市場認為，庫克接手蘋果執行長之後，帶領蘋果從以

硬體銷售為主要業務的公司，轉型為著重內容發展的軟體

公司，從上季蘋果在服務方面的收入已有132億美元，達

到15％的成長，大幅超過iPhone約2％的成長，就能看出蘋

果的轉型。

蘋果在今年也遭遇各種商業挑戰，包括因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而關閉零售店；在美國政府對TikTok和微信

（WeChat）施壓之際，該公司對中國的依賴引發越來越大

的政治壓力；以及進一步的反競爭行為指控受歐盟及美國

聯邦政府調查。

美科技四巨頭財報，總市值盤後增2000億美元
分析師表示，其他科技巨頭也可能很快像蘋果一樣加

入2兆美元市值俱樂部。電子商務和雲計算的增長推動亞

馬遜和微軟市值達到1.6兆美元。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

市值約為1兆美元，臉書的市值為7,600億美元左右。

7月30日，蘋果、亞馬遜、Alphabet和臉書等美國四大

科技公司公布亮麗財報後，盤後股價上漲，市值一口氣增

加2,000億美元。

在財報公布的前一天，四家公司的執行長才聯袂參加

眾院反競爭商業行徑聽證會，就公司的支配地位和影響

力，被拷問長達五個半小時。雖然四家公司都面臨法律行

動的威脅，但投資人似乎不在乎這些，持續推高其股價。

根據四大科技公司公布的財報，在全程受到疫情影

響的上一季，他們共創造近2,000億美元營收，獲利近290

億美元。不包括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流量收購成本

（TAC）在內，四大科技公司的合併營收增加近20％至

1,981.1億美元，以亞馬遜的營收和獲利最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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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市值突破2兆美元
美國科技巨頭受益疫情

亞馬遜財報推升四大科技公司的合併淨利達286億美

元，遠超過分析師平均預估的190.4億美元，比起一年前，

即使有疫情，成長幅度超過13％。

由日前發佈的蘋果財報來看，由於在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公司及多地關閉，使消費者在家工作和上課的時間增

加，促進線上銷售，達到2位數成長的表現，使蘋果在疫

情期間仍達到596.9億美元的收入，較去年同期業績上漲

11％。

截至7月底，美國前五大公司在標普500指數中的權重

約為25％，高於四年前的12％。

蘋果和特斯拉分割股票後，股價狂飆

美國兩支不僅沒被新冠疫情打垮還大漲的超級夯股蘋

果（Apple） 和特斯拉（Tesla），在8月28日美股收盤後將

完成股票分割，蘋果一拆四，特斯拉一拆五，將自8月31

日開始改以分割後的股數交易。拆股後，價格變得較低，

一般投資人更易於購買這兩家公司的股票，成交量大增。

近日因為拆股題材，這兩檔股票狂漲。蘋果7月公布

財報，呈現強勁獲利，發布財報同時也通告股票分割計

畫。自7月30日宣布拆股計畫以來，蘋果股價上漲34％，

在過程中成為美國首家市值超過2兆美元的上市公司，今

年來累積漲幅達76％。

特斯拉的股價自8月11日宣布拆股以來大漲逾80％，

前3個月飆漲近2 0 0％，今年來累積漲幅約5 0 0％。

MarketWatch根據Dow Jones Market Data的統計報導，8月31

日漲勢使特斯拉市值達到4,643億美元，超越Visa的4,511億

美元，首度晉升至全美第七大公司。

依據金融時報報導，1990年代末期牛市之時，標普

500指數成分股中分割股票的公司一年可以有100家之多，

不過自2016年起，這個數字掉到只剩個位數。這次兩家本

就很受矚目的大公司重拾這個時尚，讓股票分割再度引起

注意。

專家認為，若其他公司也陸續跟進分割股票，市場的

泡沫勢必更多，因為蘋果和特斯拉在還沒分割前、價格高

時，就已經是主要由散戶在帶動漲勢。分割後每股價格變

得更親民，應該會吸引更多財力小的散戶進場投資。

美國四大科技巨頭Q2財報亮點

公司 財報亮點

蘋果 營收成長11％至597億美元，創同季新高

亞馬遜 營收暴增40％至889億美元，獲利增加一倍

臉書 獲利增一倍突破51億美元，廣告業務回升

Google 營收史上頭一回下滑，但減幅2％低於逾期



標普道瓊指數公司資深分析師Howard Silverblatt表示，

雖然股票分割不一定就保證股價飛漲，但看著蘋果和特斯

拉宣布拆股後的肥美表現，許多公司開始考量是不是也該

加入分割股票之列。

馬斯克成全球第三富，身價急超越祖克伯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身價隨著股價水漲

船高，現在已成為全世界第三大富豪。

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隨著特斯拉股票分拆後，延

續今年來的暴漲走勢，現在馬斯克的資產淨值（1,154億美

元） 超越臉書執行長祖克伯（Mark Zuckerberg）（ 1,108

億美元），僅次於全球首富、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2,025

億美元），以及微軟創辦人蓋茲（1,248億美元）。

49歲的馬斯克今年來資產淨值大增878億美元，原因

是特斯拉股價暴漲約500％。此外，特斯拉董事會與執行

長馬斯克之間敲定令人咋舌的優渥薪酬方案，也有助於馬

斯克拉高身價。只要薪酬方案中的所有目標達成，他將獲

得超過500億美元獎勵。

特斯拉目前公司市值達4,640億美元，超過零售巨擘

沃爾瑪，在全球排行第十，在美國排名第七。馬斯克是在

上周加入祖克伯、貝佐斯與蓋茲的「千億美元」財富俱樂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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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工業指數調整成分股

蘋果分割股票，除了方便投資人買進，也有助股價更

貼近道瓊工業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的其他成分股，該指數按照價格分配權重。道瓊工業指數

是一個股價加權指數，意味著價格較高的股票對道指每日

波動的貢獻率更高。蘋果股票目前的交易價格高於道指其

餘29隻股票，這讓蘋果股價對道指走向擁有了最大的影響

力。當蘋果的這種影響力減弱並降至中游後，聯合健康集

團（UnitedHealth）將重登道瓊工業指數最高權重成分股的

寶座。

根據道瓊市場數據，在道瓊工業指數權重排行前30的

成分企業中，以8月28日收盤價計算股票分割後的價位，

蘋果將排行第18。

蘋果分割股票，也促使標普道瓊指數公司為道瓊指

數成分股做出部分調整，包括雲端軟體業者Salesforce.

com、生技大廠安進（Amgen）及工業大廠漢威聯合國際

（Honeywell  International）自8月31日起加入這個歷史已

達124年的道瓊指數，取代石油巨擘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製藥業者輝瑞（Pfizer）與大型國防合約商雷神

公司（Raytheon）。

指數調整是時代象徵：能源退、雲端晉

埃克森美孚於1928年以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的身

份加入道瓊工業指數，是持續時間最久的道指成分股。

2013年時，埃克森美孚還擁有逾4,150億美元市值，是

全美最大的公司。自那以來，該公司市值已縮水至不足

1,800億美元，並且已被蘋果公司（Apple）、亞馬遜公司

（Amazon）、微軟（Microsoft）等科技巨頭超越。這些科

技巨頭現在為美國經濟提供重大驅動力。

埃克森美孚慘遭道瓊指數除名，凸顯在股市中人氣直

墜，反映大宗商品公司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節節敗退。這

是美國能源行業影響力減弱的最新跡象，道指成分股中將

僅剩雪佛龍這一隻能源股，其權重僅為2.1％。雪佛龍是第

三次進入道瓊斯指數。從1924年2月到1925年8月，雪佛龍

的前身加州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 of California）

被納入該指數。1930年該公司重新入選，1999年被剔除，

▼9年過去，蘋果在庫克的帶領下成為全美市值最高的企業，全球iPhone
用戶突破9億人，蘋果也超脫iPhone或iPad的範疇，打造出Apple Watch、
AirPods等全新硬體產品，引領業界風潮，並將觸角深入數位領域，去年
一次推出新聞、影視、遊戲等多款訂閱服務。



2008年又再次成為成分股。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龍都是從標

準石油分拆出來的，後者在1911年被迫分割為幾家公司。

Independent Advisor Alliance投資長薩卡雷里（Chris 

Zaccarelli）說：「這些調整是個時代的象徵，能源退流

行，而雲端火熱。」

能源類股是標普500指數今年以來表現最差的板塊，

跌幅為40％，表現比其他類股差得很多，而同期該指數整

體上漲6.6％。能源類股的命運與油價密切相關。在生產商

已經在艱難應對石油和天然氣過剩局面時，新冠疫情又打

擊了對化石燃料的需求，這導致油價今年暴跌。今年以來

美國原油價格已下跌近30％，目前徘徊在略高於每桶40美

元的水平。且在人們對氣候變化相關法規和來自可再生能

源的日益激烈的競爭感到擔憂的背景下，石油公司甚至在

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經難以吸引投資者。

疫情加速遠距工作，促成Salesforce股價表現亮眼
新列入道瓊成分股之一的雲端軟體業巨擘Salesforce成

立於1999年，Salesforce是全球客戶關係管理軟體領導品

牌，是全球金融危機後多頭市場中表現最佳的個股之一，

自2009年3月來大漲27倍。Salesforce的成功，很大成分來

自於採用SaaS （軟體即服務）基礎，這讓創新變得更容

易，像是儀表板、資料視覺化、自動化。因此，當美國企

業紛紛上雲端，讓技術專業人員不必再被枯燥無聊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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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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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指數   ■標普50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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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服務

能源

材料

公共事務

房地產

註：截至8月24日            數據來源：標普道瓊指數公司

工作綁架，大部分企業都找上了Salesforce。疫情已使全球

加速轉向遠距工作，這股趨勢讓軟體供應商雨露均霑，許

多企業已將員工在家工作的時間，延長至明年底。

至於安進（Amgen）是全球最大生技公司之一，市值

約1,370億美元，因此取代輝瑞。漢威則是在12年前被道瓊

指數剔除後重新被列名，當時是讓位給美銀與雪佛龍。

美國股市三大指數

美股創造1980 年代來最佳八月份表現後，標普500和

那斯達克迎接9月再創歷史新高，道瓊也長了200多點。

美國股市共有三大指數，分別是標普500指數（S&P 

500 Index））、那斯達克指數（NASDAQ ），以及道瓊指

數。道瓊指數包含30家成份股，通常是具有指標意義，美

國最大、最知名的企業，由平均指數委員會不定期評選變

更成份股，這次是近7年來最大幅度的變動。

雖然投資者在描述美股變動時通常會提到道指，但道

瓊指數的變化一般不會立即引發投資行為的調整。截至

2019年底，只有315億美元的資產與道瓊指數掛鉤，而相

比之下與標普500指數掛鉤的資產規模高達11.2兆美元。華

（編輯部註：9月初美股熱門科技股走勢悽慘，美股四

大指數--道瓊指數、那斯達克指數、標普500指數及費城半導

體指數，均大幅下跌。在短短七天內，美國七隻大型成長型

股票的市值蒸發了1兆美元。9月中，再度上漲）



華商觀點Chinese Perspective 

吾
尊稱中山先生為近代中國政治史第一人，其死後的家產清單及遺產分

配更是高風亮節，令人動容，其遺言具有承先啟後的價值。若今日能

回看該遺言，及其留給後人的《建國方略》等書籍，定能對中國後來的政治

發展有著至深至遠的影響。

高風亮節，護佑中華

吾深信，若無留下這份遺產清單及遺言、遺囑，中華兒女暨世

界華人，也許不可能有今日的光景。中華兒女身處水深火熱之

時，冥冥之中，中山先生在天之靈似乎一直護佑著世界華人

暨中華兒女。此話怎講，我們回顧其遺產分配及遺言：「余

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

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

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吾細品此句，深以

為此即是中山先生將理想託付予夫人宋慶齡之舉，往後

宋慶齡的言行歷史，也足以證明宋慶齡是中山先生留

給中華兒女的寶貴遺產。

承先啟後
從中山先生的「中華」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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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此為中山先生廿八歲上李鴻章書，對教育治世的自信，首提「中

華」二字。先生生長在中華民族飽受凌辱的時代，觀其一生，為了中華民族的進步、繁榮、幸福，

以及為了能在世界上得到他族的平等對待及尊重 ，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丹斯里李金友｜文



一九四九年六月，新中國成立籌備前四個月，毛澤東

放下身段，親自前往火車站迎接宋慶齡，並且尊稱其為

宋先生，以求能共商建國大計。為了「中華」二字毛澤東

不得不折腰，毛澤東的〈泌園春〉中寫道：「江山如此多

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為了江山，毛澤東亦不得不為

「中華」而「折腰」。被中共尊為宋先生的宋慶齡，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亦是國家副主席。宋先生雖經

歷了文革的慘烈，仍是妻不忘夫志，聯俄容共理想，並且

對一九七八年文革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著信心及

擁護之，終於在一九八一年正式被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名譽主席。此為承先啟後的壯舉！夫君為一九一二年中

華民國的締造者，而其夫人宋先生繼承遺志，於一九四九

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的締造者。雖中間相隔了

三十八年，但二者同屬於中華。因此，今日吾等見證此一

承先啟後的壯舉，實屬有目共睹，可鑑可證，那即是今天

的中國，是孫中山先生建國思略的優質版與進化版，是中

山先生預期的版本。

承前啟後，和平崛起

第一個打起「振興中華」旗幟的中山先生，其哲學思

維，政治理想，經濟策略，可能深受王陽明知行合一的

影響。「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他提出知難行

易，而這個哲學思維也體現在政治理念及經濟策略方面。

二十八歲的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竟然提出種植鴉片來防

止國家外匯流失。中山先生不拘於形式的務實精神，與後

來的鄧小平是一致的。鄧小平的「實事求是，事實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道路」，「無論黑貓或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

好貓」的改革開放精神，實與中山先生的務實精神，前後

呼應且發揚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把三民主義綱領的精

神，稱為中山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

產」暨「對於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中山先生對中華

兒女的遺志，藉由「同是中華」的旗號下一一完成，並且

在世界舞台上成功實現了和平崛起。

團結一致振興大中華

觀之今日的中華，問題已頻頻出現。中美貿易戰以及

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衝擊下，中華兒女暨世界華人同時

面對著許多無理的醜化與扭曲。當年中山先生以振興中華

為志，終其一生奔走於世界各地，團結中華兒女暨世界華

人，爭取「平等對待我之民族」。因此，無論身在何處的

世界華人，應重拾中山先生的精神，以求度過危難，並且

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提振中華兒女暨世界華人的精

神。

這次新冠疫情，是給世界華人認清事實的契機。擺脫

過去百年凌辱壓迫，抗拒當今世界各地那些利用疫情，對

華人進行排擠且醜化的做法。世界華人如不欲重返歷史悲

劇、重返飽受被排擠的屈

辱，惟有以中華兒女自

居，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已

任，團結一致，振興大中

華。

最後，謹引中山先生

四句銘言：「世界潮流，

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

之者亡」。雖有智慧，不

如乘勢，與中華兒女暨世

界華人共勉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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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金友

李金友先生，字逸仙，號丹斯里，自號學學半人，馬來西亞華人。馬中商務理事會發起人，並擔任該理事會十年會長。壯年

時，在尚未開放外國人進出中國的時期，受鄧小平政府邀請，隨同馬來西亞副首相嘉化峇峇前往參訪。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風

波後，以私人名義，自費率領馬來西亞各語文報社記者前往中國參訪，轟動各界。作者也是馬來西亞金馬皇宮創辦人，並在

該場所承辦1998年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接待過江澤民、胡錦濤，並於二零一三年與
馬哈迪會見習近平。作者亦曾接待到訪馬來西亞的馬英九、連戰、蕭萬長等台灣的領導人，且同為摯友。作者是世界華人經

濟論壇發起人，現任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的執行主席。他力倡全世界華人皆能以中華兒女自居，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同心

同德，建立機制，榮辱興共，共赴時艱。

▼孫中山伉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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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的難題
TikTok是北京「字節跳動」旗下的全球短影音平臺，鼓勵用戶在平臺上發揮創意創

作內容。「抖音」為中國用戶所使用，TikTok則專注於海外市場，也是近年來中國輸出最

成功的App之一。今年疫情期間，TikTok曾多次拿下全球App下載量冠軍，目前TikTok全球

下載量超過20億次。

由於「中國製造」背景，美國與印度等國政府，紛紛以「國安疑慮」為由，對

TikTok提出封殺與制裁的禁令。6月，印度以國家安全為由頒佈禁令，禁止TikTok等59款

中國App後，9月初印度政府再度禁用118款中國手機應用。TikTok受到的衝擊最大，該應

用在印度的下載量超過6.6億次，印度也是TikTok最大的海外市場。預估，印度禁令可能

導致TikTok損失超過60億美元。

在過去2個月來，字節跳動為試圖避免TikTok下架命運，在美國的威脅之下，不斷與

各方交涉，以分割或販售海外業務以確保TikTok在美國的生存權。

TikTok核心資產，就是運用人工智慧來支援TikTok的推薦演算法，此演算法讓TikTok

打破中國騰訊（Tencent）、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臺對市場的強大控制。因此，吸

引包括微軟與沃爾瑪、推特和甲骨文等知名企業陸續向字節跳動聯繫，期望收購該公司

旗下軟體TikTok的部分國家業務。TikTok的成功，代表著中國技術從「複製到中國」變成

「從中國複製」的時刻。

TikTok是首個來自中國且風靡全球的社交應用。TikTok的成功，顯示中國互聯網公司

的國際化能力。但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TikTok面臨的一系列障礙，似乎才剛開始。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在
青少年社群中極受歡迎的「抖音」，是由中國集團

「字節跳動」（ByteDance）所推出的短影片手機

社交軟體。在中國境內版本為「抖音」；主攻海外市場的

國際版則稱為「TikTok」。自從2017年推出以來，抖音與

TikTok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社群媒體。

TikTok全球的總下載量已突破20億次
TikTok以對口型的青少年和寵物搞笑滑稽動作的短視

頻而聞名。2019年初從默默無名一躍成為美國應用商店

下載量最多的APP，同時在印度、日本和美國等地大受歡

迎。根據移動資料彙集商App Annie，2019年TikTok的全球

下載量即超過了Facebook的Instagram和Snapchat。

依據TikTok披露詳細用戶數據，自2018年1月起，

TikTok在美國的月活躍用戶量及逐漸上升。今年6月，

TikTok在美國總月活躍用戶量更激增到9100萬，8月更突破

1億大關，月活躍用戶至今成長將近800％。

在全球部分，截至今年7月，TikTok在全球月活躍用戶

已有6.89億人，並且截至今年8月，TikTok在全球的總下載

量也已突破20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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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因新冠疫情而閉門不出、渴望消遣之際，TikTok

的下載量已激增。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數據顯示，今

年第一季度，約有3.15億用戶下載了TikTok，這創下單款

應用單季下載量歷史新高。 

  

中資背景讓TikTok捲入跨國資安疑慮
雖然國際用戶成長迅速，但為排除國際對中國背景

以及資安的疑慮，吸引更多全球用戶，TikTok一直設法

建立獨立形象，與抖音以及母公司中國「字節跳動」

（ByteDance）保持距離。

由於中資背景，今年以來，TikTok在印度、美國等重

要市場遭到巨大壓力。美國近期表示出於對該應用的內

容審查和數據安全感到擔憂，因此要求TikTok美國業務出

售。同時，該應用還面臨著其他多國的審查。

TikTok是首個來自中國且風靡全球的社交應用。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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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數據為非遊戲應用下載量排行，不包括中國和其他國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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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製造」的爭議背景，TikTok的用戶個資問題、特

殊內容手動權重的監控問題、政治關鍵字遭封殺的言論審

查問題、以及是否會開通伺服器權限供中國政府「國安使

用」的戰略滲透問題等，在過去兩年來，常常讓TikTok捲

入跨國資安疑慮。

儘管字節跳動不斷強調「TikTok在海外的業務各自獨

立」，強調沒有、也不可能將用戶隱私數據交由「任一政

府私用分析」。但以美國與印度為首的各國政府，紛紛以

「國安疑慮」為由，對TikTok提出封殺與制裁的禁令。因

此，在過去2個月來，字節跳動試圖避免下架命運，且在

美國的威脅之下，不斷與各方交涉，以分割或販售海外業

務以確保TikTok在美國的生存權。

字節跳動的想法，原本是希望以出售美國TikTok來解

套中資的資安爭議；但相關談判與進度，卻沒能滿足白宮

「立即切割」的政策要求，再加上收購金額龐大、又牽扯

到複雜的資料轉移難題。

美國淨網行動開闢五大戰線，脫鉤數位系統

由於美國議員擔心，中國政府會透過TikTok等應用程

式取得美國用戶資料，因此，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提出「乾淨網路」（Clean Network）計畫，封

殺應用程式商店中「不可信」的中國應用程式如TikTok和

WeChat，以確保美國網路不受中國政府影響。除華為外，

蓬佩奧的倡議聲明還點名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等中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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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巨頭，「乾淨網路」計畫無異於數位系統的脫鉤。

「乾淨網路」專注在五個領域：清潔運營商（限制使

用中國的電信運營商在美國的電信服務授權）；清潔商店

（下架美國應用商店裡的中國APP）；清潔應用（限制中

國手機下載美國軟體）；清潔雲儲存（限制通過中國雲儲

存公司儲存美國個人和企業的敏感資訊）；清潔電纜（限

制中國技術公司提供美國電纜服務）。

兩道行政令，催促TikTok分割美國業務
今年6月中印兩國在邊境發生衝突後，印度以國家安

全的考量，禁止TikTok等59款中國App後（9月初印度政府

再度禁用118款中國手機應用），美國國務卿Mike Pompeo

在7月初指出美國可能會採取同樣的作法。

7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了行政令，以國家安全為

由，要求TikTok的中國所有者切割這家影片分享應用的美

國業務，並為交易完成設定45天的期限，除非TikTok在9

月15日前出售，否則將予以封殺。此外，行政令也指出，

字節跳動不僅要出售TikTok，也包括2018年時收購的美國

卡拉OK應用程式Musical.ly，根據美國政府理解，當時字

節跳動收購Musical.ly與現有資產合併，組成TikTok。

8月14日，特朗普再次發布行政令，除了要求字節跳

動須在90天內（即11月15日）完成出售TikTok美國業務交

易，更要求TikTok必須銷燬所有美國地區使用者的數據，

並在完成銷燬後向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說明。

封禁TikTok，美國政府可能的方法

由於相關禁令尚有多處模糊不清，具體細節以及實施範圍，仍不清楚。美國正在起草相關文件，將闡明禁止與微信和TikTok
交易的具體措施。最終決定將於9月20日左右，在「聯邦政府公報」公布。預料美國政府可能會封禁TikTok的方式如下：

軟件下架
．	TikTok可能會被美國商務部打入封鎖名單，像華為一樣，禁止美國企業和他們
做生意。這意味著這個應用程式將被從蘋果和Google的應用程式商店下架。

封禁服務器

．	若Google和蘋果拒絕執行這個指令，另一方式就是命令各地互聯網上網服務公
司封禁TikTok服務器，這樣抖音網站上的視頻也無法瀏覽了。
．�印度封殺TikTok和其他一些中國公司的軟件時就採用了這種方法。用戶反映這
種封禁連VPN也無能為力。

政府干預

．	另一種做法，就是通過財政部下屬的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否決字節跳
動收購Musical.ly軟件公司的併購交易。後者的用戶已經於2108年轉到TikTok
系統。因為字節跳動提出收購議案時沒有申請得到這個委員會的批准。如果
CFIUS最後裁定否決交易，那就可以命令字節跳動停止在美國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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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分析TikTok犯大忌
法國國營廣播電台Inter認為，特朗普之所以討厭

TikTok可能是出於個人因素。今年6月川普在奧克拉荷馬

州重啟連任造勢活動，年輕人在TikTok和其他社群媒體發

起「取票而不入場」活動，害造勢現場人潮冷清。

電台分析，表面上TikTok就是一個上傳跳舞和有趣影

音的平臺，但其主力使用者都是全美最年輕的青少年，

而且TikTok逐漸變成一個政治論壇，年輕世代藉此組織環

保、反種族歧視和反員警暴力等活動。

若說推特和臉書是「阿拉伯之春」推波助瀾的應用

程式，TikTok可說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專屬程式。特朗普要查禁TikTok，表面上是國

安理由，實際上是查禁被用來反對他的強力資訊武器。

TikTok排擠美國社群影音平臺下載量及使用者數
美國總統特朗普封殺TikTok，除了美方認為其威脅到

美國國家安全外，作為第一個成功風靡美國的中國APP，

TikTok近年來已逐漸出現壟斷美國短影音內容市場的趨

勢，並開始排擠臉書、IG、Youtube等社群影音平臺的下

載量及使用者數。

TikTok風行讓美國各大社群平臺運營飽受壓力。資料

顯示，從2018年11月到2019年底，TikTok總下載量達7.5億

次，超越臉書、IG、YouTube和Snapchat。目前TikTok在美

國人均用戶時長已達到一次52分鐘。導致美國各大平臺紛

紛推出短影音功能，與TikTok搶奪市場。

這幾年TikTok在全球迅速崛起，成為最受歡隨社群應

用程式之一，已威脅到臉書的霸主地位。去年最受歡迎的

全球應用程式排行中前5名，有4名是這些年陸續被臉書收

購的應用程式，只有第2名的TikTok不在臉書麾下。

嘗試淡化其中國公司背景盡努力

TikTok先前就已表示營運是獨立於字節跳動，他們的

資料中心完全在中國境外，這些數據不受中國法律管轄，

美國使用者的數據存取在美國，備份在新加坡，與中國沒

有關係。TikTok聲稱國家安全的疑慮是「沒有根據的」。

TikTok過去一年採取一連串措施強調營運的獨立性。

除了考慮將總部遷出中國，並在5月份聘用美國人梅耶爾

（Kevin Mayer）擔任公司執行長，負責字節跳動的全球業

務擴張，以淡化人們對字節跳動（尤其是TikTok）源自中

國的印象（梅耶爾已於8月離職）。7月，在香港實施國安

法之後，TikTok為避嫌，更宣佈撤出香港。

今年3月，字節跳動限制中國員工進入海外產品的代

▼人們因新冠疫情而閉門不出、渴望消遣之際，TikTok的下載量已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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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庫，停止使用中國的內容審查員審查海外內容。同時也

宣佈，計畫在洛杉磯辦公室建立一個公眾、資訊專家和媒

體可以預約參觀的「資訊透明中心」，將以現場演示的形

式展示平臺如何查看和標記可能違反TikTok政策的內容。

並計畫投資約5億美元，在愛爾蘭建設一座數據中心，以

存儲歐洲使用者在該App上產生的視頻、資訊和其他數

據。這些數據目前都存儲在美國，另在新加坡擁有備份。

TikTok強調海外營運的獨立性，似乎急欲切割與母公

司或中國政府的關係。但許多專家表示，TikTok代表中國

的數位技術生態系統，為中國擴張政治領域，已被美國視

為威脅；只要這些公司與中國政府共用數據的「疑慮」尚

在，通往全球的道路上仍將面臨歐美政府部門的阻力。

TikTok面臨的選擇
TikTok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將美國業務出售給美國公

司，二是，退出美國市場。

對於TikTok來說，退出美國市場意味將市場拱手讓給

Facebook，並在之後的全球競爭中喪失優勢。Facebook對

這一結果樂見其成，在印度政府封禁TikTok後，Facebook

旗下的圖片社交應用Instagram立刻在美國等50多個國家推

出新功能Reels，主打15秒短視頻。

相較之下，出售TikTok美國業務也許是唯一選擇了。

雖然目前有許多的金主接洽，但尚未有定論。雖然按照下

載量計算美國並非TikTok的最大市場，但美國卻是TikTok

最有利可圖以及前景最好的市場之一，TikTok稱其在美國

擁有一億活躍用戶。按照下載量，6月禁用了TikTok的印

度原本是該款應用的最大市場。

收購TikTok猶如一杯毒酒
自8月特朗普祭出封殺令，要求TikTok在期限內出售

美國業務否則封殺後，越來越多科技巨頭透露收購意欲，

除了原先就已在商談收購其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

業務的微軟（Microsoft）以外，推特（Twitter）、甲骨文

（Oracle）、沃爾瑪（Walmart）等巨頭也紛紛加入收購戰

局，印度首富Mukesh Ambani也有意收購TikTok印度業務，

但至今尚未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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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形容，收購

TikTok是一杯看似誘人，實則可能存在無窮禍端的毒酒

（poisoned chalice），聲稱要在社群媒體領域做大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可能面臨著諸多問題，例如如何杜絕平臺

上的有害內容、假消息流竄等。言下之意，目前外界審視

Facebook、Twitter等社群巨頭的各項問題，未來都有可能

落在TikTok收購者的身上。

向美國政府提起訴訟，以非正當法令介入商業談判

基於未提供充分準備時間與申辯機會，TikTok母公司

字節跳動於8月24日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告，並且強調透過

訴訟維護自身權益。字節跳動認為美國政府在沒有明確證

據情況下干涉其發展，並且重申本身在過去一年持續積極

嘗試與美國政府溝通，最後卻被要求在無法獲得充分準備

的期限內做出調整，否則將被限制美國業務。

在長達39頁的控告書中，TikTok列舉七大理由，除稱

沒有證據證實TikTok構成國家安全威脅，還指禁止TikTok

在美國運營，違反憲法，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式等。

法律專家普遍認為勝算不高，但提起訴訟最大意義相

信是為公司爭取更多時間及談判籌碼，以免賤賣TikTok美

國業務。

TikTok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稱：「儘管我們強烈反對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擔憂，但近一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求真

誠接觸，提供一個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該發言人說：

「相反，我們遭遇的情形是，對方不走正當程式，政府無

視事實，試圖介入私營企業之間的談判。」TikTok表示，

公司別無選擇，只能對上述行政令提起法律訴訟。

TIKTOK 控美國4項違憲3項越權

違憲2

違憲3

違憲4

越權1

越權2

越權3

頒布行政命令前，未事先通知

行政命令實質令TIKTOK無法在美營運

特朗普提案讓財政部在字節跳動與美企交易中分成
，相當於總統收報酬

行政命令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但該法案
缺乏指引或限制總統行為條款

頒行政命令禁制但未提供證據證明TIKTOK構成
「威脅」

全面禁制涉及字節跳動任何交易，但行政命令所列
國安威脅只涉及TIKTOK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不可用於限制個人訊息通
訊，但TIKTOK性質正是用戶通訊

違憲1

違憲2

違憲3

違憲4

越權1

越權2

越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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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商務部新增23項限制出口技術條目
中國商務部會同科技部於8月28日晚間發佈更新後的

《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其中新增航空航太

軸承技術、雷射技術等23項限制出口的技術條目。

根據新措施文本分析，基於數據分析的個性化資訊推

送服務技術、語音特徵概率統計模型構建技術和語音識別

技術等計算和數據處理技術，沒有中國商務部門的許可，

該清單上的技術不能出口。但目前尚未完全理解中國將如

何實施上述限制舉措。

根據中國專家表示：「字節跳動的國際業務能快速發

展，主要依靠的是中國國內強大的技術支撐，向境外公

司提供最新演算法是一種典型的技術服務出口。這意味著

無論字節跳動新的運營者是誰，可能都需要跨境技術轉

讓。」

此外，中國評論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強制要求出售

TikTok美國業務，是美國政府試圖透過強制賤賣的方式來

剽竊中國的技術。因此，中國政府在才採取了反制措施，

將內容推薦技術納入出口限制名錄。

中國發布對人工智慧技術出口的新限制，迫使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須暫緩與微軟（Microsoft）、沃爾瑪

（Walmart）和甲骨文（Oracle）等公司就出售這款社交媒

體應用程式部分資產的談判。

地表下載量第一app，前途未卜
若真的少了印度和美國兩大市場，目前地表上下載量

第一的app，是否還能持續壯大呢?

字節跳動的投資者迫切希望將其打造成首家在中國和

西方發展壯大的社交媒體公司的母公司。他們認為，在美

國沒有業務，就不是全球運營的公司。投資者還擔心，如

果美國迫使字節跳動分離TikTok或停止美國業務，日本和

印度等其他已經對TikTok表示擔憂的國家也可能決定採取

行動。若失去美國市場，TikTok或許還可以承受，但如果

失去多個國家，將對TikTok造成毀滅性打擊。

TikTok是第一次中國企業在沒有政府的補貼情況下，

憑著自己實力攻佔國際市場。今後，中國企業即使是軟體

供應商，也可能在國際市場遭到打壓。

最新進展，峰迴路轉的TikTok美國命運
9月14日，傳出甲骨文將與TikTok合作，成為該公司

的「技術合作夥伴」的訊息。然而於9月18日(美東時間)，

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及數據隱私為由，宣布自9月20日

起，微信(wechat)和TikTok將從美國所有應用商店下架並不

再更新，微信支付同步遭禁。但劇情逆轉，特朗普總統於

19日(美東時間) 批准美商甲骨文與沃爾瑪和北京字節跳動

達成協議，讓TikTok繼續在美國營運，美國商務部也宣布

延後下架TikTok至9月27日深夜，特朗普表示，這筆交易

將為美國創造2.5萬個就業機會，另外將提供50億美元教育

基金。

美國商務部聲明指出，延期將能給字節跳動、甲骨

文、沃爾瑪時間完成交易，建立稱為TikTok Global的新公

司，以處理TikTok在美國的運作。預計美國股東將持有

TikTok Global 53%股份，中國股東持有36%股份，甲骨文

將持有12.5%股份。此外，甲骨文將會負責主要的科技與

安全責任，以保護美國用戶資料。TikTok回應表示已承諾

由美國政府監管數據安全，方案中同意第三方審計、代碼

安全驗證、允許美國政府監管用戶數據安全等措施，並由

美國科技供應商負責TikTok美國網路的維護與運作，包括

所有向用戶提供的服務與數據。

TikTok的交易仍存在許多變數。無論達成怎樣的協

議，最終都還必須得到獲得美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的批准。

華

TIKTOK應用內收入最高的五大市場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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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數據截至8月12日，不包含來自第三方安卓商店的數據。

數據來源: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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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中印邊境衝突，印度政府6月以國家安全擔憂為

由頒佈禁令，禁用包括TikTok和微信（WeChat） 新

浪微博、阿里巴巴UC Browser、百度、小米在內的59款

中國移動應用程式。59款被禁應用自2014年1月起在蘋果

（Apple）的印度App Store和Alphabet的Google Play上的累

計下載量達到49億次，其中包括今年迄今為止的7.5億次。

4月份以來，在印度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下載量最高的25

款應用中，有八款來自中國發佈者。

接著，9月初印度政府再度禁用118款中國手機應用，

包括在印度大熱的手機遊戲「絕地求生」（PUBG），還

有企業微信，支付寶等知名的中資app。TikTok受到的衝擊

可能最大，該應用在印度的下載量超過6.6億次。按下載量

看，印度是該應用在全球的最大市場。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印度政府自6月禁59款中國app後，再禁118款中國app。其中，TikTok受到的衝擊最大，該應
用在印度的下載量超過6.6億次。印度也是TikTok在全球最大的海外市場。預估，印度禁令可能導致
TikTok損失超過60億美元。

TikTok損失最大的海外市場

印度
 印度原是TikTok最大的海外市場
印度的總人口超過13億，平均年齡卻不到30歲，這個

擁有巨大年輕用戶的市場，一直以來對全球的網際網路

企業都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根據《2019年網際網路趨勢報

告》顯示，印度的網際網路用戶數量已占12％，是僅次於

中國（21％）的網際網路第二大國。而印度電信管理局

（TRAI）也發布報告稱，2025年，印度的智慧型手機用戶

預計將達到10億。

印度原本是TikTok最大的海外市場，原因是人口規模

龐大，而且有大量基本無業的年輕粉絲。多年來，印度一

直是美國和中國科技公司的關注重點，這些企業認為印度

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Facebook、谷歌和Twitter的執行

長都曾到訪印度，與總理莫迪親自會面，他們的平臺推出

了為印度當地語言量身打造的「印度優先」功能。此禁令

可能導致TikTok損失超過60億美元。

這款應用非常適合印度人，由於廉價的上網費用，許

多印度人現在首次能夠上網。他們較不喜歡用英文以及

Facebook和Instagram上常見的打字方式。他們也不喜歡搜

索內容或朋友，因此TikTok為他們提供剪輯服務的演算法

被證明特別有效，下載量超過6億次。

為保持在印度的發展勢頭，字節跳動已投入了大量資

金，並為印度政府的一些舉措提供支援以提升TikTok的知

名度。該公司已承諾未來幾年在印度投資10億美元以擴大

TikTok在中國以外的市場累計下載量
單位：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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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



和建設一個資料中心。字節跳動還贊助了寶萊塢浪漫喜劇

「Bala」，該劇主角們製作了很多TikTok短視頻。

TikTok在印度的安裝次數為6.6億次，近全球1/3
根據Sensor Tower的資料，印度僅占TikTok應用內收入

的0.2％左右。但印度有TikTok在中國以外最大的用戶群—

該應用在印度的安裝次數為6.6億次，接近全球總安裝次數

的1/3。TikTok及其中文版抖音的大部分收入仍來自中國，

但印度市場代表最有希望的增長機會。此外，字節跳動旗

下的Helo也在被禁之列，該社交媒體應用的多數用戶在印

度。

北京字節跳動（Bytedance）旗下的視頻應用TikTok

在印度年輕人中很受歡迎，從用戶數量來看，TikTok與

Facebook旗下WhatsApp一起主導了社交媒體版圖。

根據Sensor Tower的資料，6月印度是TikTok獲得最

多新用戶的國家，占該應用在全球近1.12億次下載量的

20％。美國這一占比為9.3％，位列第二。

保爾森基金會（Paulson Institute）旗下智庫MarcoPolo

於4月份發佈的報告顯示，印度下載量最高的10款應用

中，有六款來自中國科技公司，其中包括TikTok，相比之

下，來自美國公司的應用為四款。

根據SensorTower的資料，在中印衝突後，6月8日，

TikTok在印度Google Play Store的下載排名從5月初的

第4位跌至第14位。TikTok是總部位於北京的字節跳動

（Bytedance）旗下的業務。字節跳動內容應用程式Helo的

排名從第10位跌至第17位。

 

TikTok遭禁市場真空 臉書成最大贏家
印度下架中國部分應用的舉動給印度當地公司以及亞

馬遜和臉書等全球巨頭，在超過5億印度網路用戶中爭取

到更大市場。

臉書迅速於50多個國家推出類似海外版抖音TikTok的

新功能「Reels」，為的是接收龐大的抖音粉絲。臉書本身

就有Instagram等平臺，可以做為網紅們的「避難所」，若

美國真的對TikTok開刀，臉書也是最能迅速填補市場空缺

的有力選擇。

印度App迅速占領市場
TikTok被禁後，總部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短影音服務

公司Roposo，每小時新增用戶一度達到50萬，預計到8月

底用戶數量將達到1億，幾乎是之前5,500萬用戶的兩倍。

這使得Roposo成為眾多從TikTok困境中獲益的印度新創企

業之一。

到了8月份，TikTok連同其他的中國應用，已消失在

印度下載排行榜的Top10名單中。同時，6款來自印度本土

的應用迅速衝進了榜單（包括Roposo）。而下載榜單的第

一名「Josh」，更是直接在產品的主標題上和介紹中打上

了「Made in India」的標籤，自詡「印度最好的短視頻應

用」，迅速搶占TikTok封禁後的市場，成為本次中國App

被封的最大受益者。

中國科技集團失去印度市場 影響頗巨
印度禁用多款來自中國的熱門手機APP，包括TikTok

和微信（WeChat）等，影響的不只是因無法訪問自己帳號

而不開心的年輕用戶。中國科技集團將失去其成長最迅速

的市場。印度互聯網用戶數居全球第二，失去印度市場對

中國科技企業來說將是一個重大挫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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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入爭端
近期，隨著印度呼籲抵制中國科技產品，印度Google 
Play Store裡面中國應用的受歡迎程度因此下降(按免
費應用下載量排序)

14  TIKTOK
17  HELO

35 茄子快傳

55  UC瀏覽器
      (阿里巴巴)

5月1日 6月8日

數據來源: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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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的社交媒體軟件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近來在全

球迅速發展。抖音或者TikTok從誕生到成長的速度

之快，影響範圍之廣，顛覆很多社交媒體業內人士過去的

想像。在短短3年內火速進入原本已被臉書、推特、微信

等各大巨頭瓜分的中國和世界社交媒體市場。

抖音是什麼？

抖音是一款提供免費短視頻的手機應用程式。用戶可

以錄製15秒鐘，1分鐘或者更長的視頻片段，也能上傳照

片等，並可從龐大的數據庫當中選擇歌曲、濾鏡和電影片

段來對口形跟唱，建特效等編輯，用戶可對視頻留言。抖

音可以顯示用戶關注人的視頻，更多地是顯示程式本身根

據用戶之前觀看的內容進行篩選過的視頻。一旦用戶獲得

超過1000位關注者，還可以向粉絲直播，並接受可以兌換

成現金的數字禮物。

抖音靠著「中毒」般的特性使用戶沉迷於該應用程

式。抖音成功的秘訣在於它對音樂的運用和極其巨大的演

算法，讓它比大多數其他程式更快得多地瞭解到哪些內容

是用戶愛看的。

字節跳動崛起，抖音、TikTok陸續上線
張一鳴2 0 1 2年在北京中關村創立「字節跳動」

（Bytedance）。2016年推出抖音後，迅速受到中國大陸

年輕一代的歡迎。一年內，它在中國和泰國吸引了一億用

戶。為了擴張全球，2018年字節跳動以10億美元收購美國

Musical.ly，加入到抖音業務中，並開始以TikTok的名稱在

全球擴展。TikTok深受全球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歡迎，用戶

數量急劇增長，2019年全球下載量已經突破15億次。

海外市場異軍突起迅猛擴張

與Musical.ly的合併是TikTok海外成功的主因之一，讓

TikTok獲得美國青少年用戶群。此外，全球因疫情實施封

鎖措施則是另一個推動因素，許多用戶被容易上手的使用

製作，以及對口型模仿和音樂視頻的介面所吸引，每天會

在該平臺上花一個多小時。花旗研究分析師的報告指出，

TikTok用戶今年3月花在該App的時間平均是476分鐘，僅

次於臉書（564分鐘），寫下去年10月以來用戶花在大型

平臺時間最大增幅。

抖音及TikTok成功的秘訣在於對音樂的運用和巨大的演算法，此核心資產吸引包括微軟與沃爾
瑪、推特和甲骨文等知名企業陸續向字節跳動聯繫，期望收購該公司旗下軟體TikTok的部分國家業
務。TikTok的成功，代表著中國技術從「複製到中國」變成「從中國複製」的時刻。

15秒視頻的
 瘋狂魅力

字節跳動小檔案
成立時間 2012年3月

創辦人 張一鳴

行業屬性 開發大量手機移動應用程式

旗下產品
抖音、TIKTOK、今日頭條、火山視頻、西
瓜視頻等12款產品

市場地位
全球獨角獸市值排第二名，成為除了蘋果
外，唯一一家在中國和西方用戶數都超過1
億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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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為了在美國大舉投資以帶動成長，在Snapchat

和Instagram投入數億美元廣告推廣TikTok，為這兩個平臺

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但也引發了矽谷對競爭加劇的擔憂。

隨著TikTok在全球的迅猛發展，它在洛杉磯、紐約、

倫敦、巴黎、柏林、迪拜、新加坡、首爾、東京、孟買、

雅加達、莫斯科等國際上的都市都設立了辦公室。其中，

印度2019年曾經是TikTok下載量增速最快的國家，一年達

到2.776億。據統計，2019年，在上線後短短三年內，抖

音和TikTok的市場佔有率已經超過了臉書、推特等西方所

有的社交媒體平臺。2020年5月的一份數據顯示，抖音和

TikTok在全球手機應用商店下載超過20億次。

字節跳動2019年營收170億美元，淨利潤30億美元
字節跳動將人工智慧應用於移動互聯網場景，旗下包

括今日頭條、抖音、西瓜視頻、火山小視頻等12款產品，

TikTok是公司獲利的金雞母。成立八年的字節跳動是目前

全球最具上市相的獨角獸，關於IPO的傳聞不斷。根據最

近媒體的評估，最新估值已經突破1000億美元，有可能最

高達1400 億美元，成為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創公司。字節

跳動成立僅八年多，它不是瘋狂燒錢的獨角獸，而是一台

「印鈔機」。依據外媒報導，字節跳動去年營收高達170

億美元，一天入帳約4,650萬美元，淨利潤超過30億美元。

此外，字節跳動有許多非中國投資方，包括KKR、軟銀

（SoftBank）、泛大西洋資本集團（General Atlantic） 和紅

杉資本（Sequoia Capital）。

主要收入為「廣告」和「應用程式內購買」

抖音及TikTok主要收入來自「廣告」和「應用程式內

購買」。在「應用程式內購」方面，主要是向用戶販售

虛擬禮物和向主播抽成。用戶向官方儲值購買虛擬寶物

（例如鮮花、鑽石或汽車），然後「打賞」給自己欣賞的

主播，主播則可將寶物兌現，平臺從中抽成50％。此外，

TikTok會與品牌合作發起活動。

利潤來源是廣告，大多數用戶是10∼29歲年輕人，與

普通互聯網廣告相比，廣告客戶更容易定位人群，這對企

業非常有吸引力，很容易吸引廣告客戶，且所獲得資金可

用於投資以進一步擴大用戶，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TikTok和抖音的營收雖然主要是廣告、程式內購、廠

商贊助活動，但近年已逐漸擴展至電商直播甚至遊戲，可

以說凡是以年輕族群為對象的市場都有興趣。

美國移動應用數據分析公司Sensor Tower的數據顯示，

抖音及TikTok於今年4月從全球蘋果App Store和谷歌Play 

Store獲利的金額，已經超越YouTube的7600萬美元，達到

7800萬美元。

TikTok全球總下載量突破20億次
依據TikTok披露詳細用戶數據，2018年1月，TikTok

在美國的月活躍用戶量為1100多萬人，但到2019年2月時

達到2600多萬，並在同年10月又暴增到近4000萬。今年6

月，TikTok在美國總月活躍用戶量更激增到9100萬，如今

更突破1億大關，月活躍用戶至今成長將近800％。

在全球部分，截至今年7月，TikTok在全球月活躍用戶

已有6.89億人，並且截至今年8月，TikTok在全球的總下載

量也已突破20億次。今年第一、二季度，TikTok在美國的

下載量遠超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

今年一季度，TikTok在全球範圍內的下載數量攀升至

總榜第三，僅次於Facebook公司的WhatsApp和Messenger。

截至目前，它在美國的下載數量為1.04億，在全球範圍內

則接近12億。

目前TikTok的用戶數超過10億，下載量超過20億人

次；字節跳動成為除蘋果外，唯一在中國和西方的用戶

數都超過1億的科技公司，TikTok在蘋果應用商場的娛樂

TIKTOK關鍵數據

1.�全球每月活躍用戶8億人

2.�總下載量20億次

3.���印度下載約6.6億次(世界第一)，中國1.96億居次、美國
1.65億第三

4.���美國每月活躍用戶1億人，自2018年成長近800%；每日活
躍用戶超過5000萬人

5.��2019年Q1�APP�STORE下載逾3300萬次，超過Youtube、
Instagram、Facebook

6.�41%用戶介於16歲至24歲

7.�用戶每日平均上線52分鐘

8.�全球155國可下載、提供39種語言

9.�用戶10人中有9人每天使用

註：5-9數據統計至2019年      資料來源：OBERLO



類app中，下載

量排名第一。

TikTok在美國市

場的巨大成功，

讓字節跳動成為

國際化最成功的

中國公司，也是

臉書和Google母

公司Alphabet的

競爭對手。如此

成功的企業，自

然引起各國的覬

覦，印度及美國

相繼以國安風險

疑慮，下達封殺

令。

「複製到中國」變成「從中國複製」

中國的IT企業雖說很多是民營企業，但都是透過與政

府政策相同步調而成長。中國政府排斥谷歌和Facebook這

樣的大型企業，都是由透過本國企業在國內市場上開展與

美國企業相類似的服務，形成壟斷經營。

字節跳動科技創始人、CEO張一鳴發表則聲明與中國

式IT企業訣別的宣言，他表示，中國公司不再將外國商業

模式複製到中國，而是轉向自主創新的模式。從2018年上

半期面向蘋果產品的APP下載數來看，TikTok（抖音國際

版）已躍居世界第一。

駐中國的技術顧問Matthew Brennan表示，TikTok的突

破性成功是其自身創新的產物。TikTok的成功，代表著中

國技術從「複製到中國」變成為「從中國複製」的時刻。

TikTok核心資產，推薦演算法
TikTok核心資產，就是運用人工智慧來支援TikTok的

部分推薦演算法，這種推薦演算法向使用者推送令人上

癮的訂製視頻內容。字節跳動的推薦演算法只需要某人的

過往觀看歷史作為輸入資料，而不是基於他們的朋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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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喜歡的內容。一個APP的使用者越多，玩這個APP越頻

繁，貢獻的個人資訊就越多。TikTok關鍵運用就是母公司

字節跳動的「演算法」（algorithm）。所謂演算法就是一

種找到各項變數之間「關聯性」的一種軟體技巧，不求找

到完整的因果關係，只求利用使用者貢獻的個人片段資

訊，儘快找到使用者的各種屬性與愛好的可能關聯。

若有一億人每天都在用TikTok，在家用、在學校用、

在公司也用、在軍營也用，且他們還常常互動。TikTok就

可以運用這些資訊，拼湊出這一億人的整體生活內容、知

識背景、意識形態、政治傾向，等於每一秒鐘都在對使用

者做民意調查，而受測者卻完全不覺察。

字節跳動公司內部的數據專家，擅長AI深度學習及大

數據分析，透過15秒短片來蒐集用戶喜好。而這些數據則

可用來投放廣告，由於抖音及TikTok的主要用戶都是年輕

人，廣告業者得以更容易鎖定廣告受眾，所獲資金可再用

於投資，進一步擴大用戶，形成良性循環，廣告也是抖音

及TikTok十分重要的利潤來源。

這意味著TikTok可以在一個新的地區火爆起來，只要

它能把你連接到你想看的內容，而不必依賴使用者所有朋

友都使用它而形成的網路效應。此演算法讓TikTok打破中

國騰訊（Tencent）、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臺對市場

的強大控制。

短片在TikTok產生的影響力遠大於其他平臺
用戶通常會在Facebook和Snapchat上和自己的好友分

享影片，但TikTok的用戶則是像YouTube的用戶那樣，將

影片內容和大眾分享，從而吸引眾多關注者。TikTok的編

輯工具使得影片製作更為簡便，包括電視節目主持人吉米·

法倫（Jimmy Fallon）在內的一些公眾人物也紛紛在平臺

上發起挑戰，邀請人們參與進來。

大型平臺各有不同發跡模式；像 F a c e b o o k、

Instagram、Twitter等媒體，都是以圖片形式分享，雖也有

小視頻視窗，但並不集中。相較之下，抖音及TikTok的傳

播是以短視頻方式，使用者可拍攝原創視頻、可紀錄生活

有趣瞬間、可模仿最新潮流短視頻、混剪各種搞笑畫面

等，是新穎有趣的一款軟體，不僅展示了一種全新的休閒

TIKTOK擠進全球下載量最大的應用程
序排行榜單，緊隨Facebook旗下最受歡
迎的應用之後。

全球每月下載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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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Tiktok的下載量中包含Musical.ly的下載量；Facebook同時
擁有WhatsApp、Messenger和Instagram
數據來源：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



娛樂形式，更是改變了年輕一代的社交分享方式。

許多社群媒體紅人和名人同時在TikTok、 IG或

YouTube同步發布自己上傳的影片。但相同短片在TikTok

產生的影響力遠大於其他平臺，原因是TikTok影音內容個

人化演算法較佳。TikTok若消失，意味這些名人曝光率降

低，但不代表臉書或YouTube母公司Google等競爭對手的

新內容就會因此大增。

TikTok競爭對手早已磨刀霍霍，臉書在部分國際市場

推出與TikTok類似的新功能「Reel」。不過，這類附加產

品影響力可能小於原版，原因是這些產品缺乏焦點，用戶

通常需要採取額外繁瑣步驟。IG主頁無論如何仍會以可捲

動影像動態為中心，但臉書和其他業者可能持續嘗試。

TikTok的附加價值，讓美企爭相收購
雖然微軟創辦人蓋茲（Bill Gates）表示，TikTok的併

購就像是一杯「毒藥」。但美國企業看上TikTok的附加價

值，爭相進行洽談。

微軟與沃爾瑪聯合競購。對微軟而言，TikTok將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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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1億名以年輕人為主的美國用戶，以及專注於數位廣

告的業務。此外，TikTok還將帶來更多年輕且熱情的用

戶，正是這類用戶推動微軟Xbox遊戲業務成長。對沃爾瑪

而言，TikTok在其他市場整合電商和廣告能力的方式顯然

對這些市場的創建者和用戶都有利。

甲骨文（Oracle）則與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和

泛大西洋投資集團（General Atlantic L.L.C.）合作。甲骨文

專注經營企業軟體與雲端業務，雖然其核心業務與TikTok

的目標客群看似兩條平行線，但若能接收其在美國超過1

億的用戶，對Oracle仍然是項利多。TikTok坐擁的龐大用

戶數據，也已經超出社交領域的範疇，成為各方企業競逐

的目標。

TikTok的成功，展現中國互聯網的國際化能力
雖然目前由於中國政府發佈更新的《中國禁止出口限

制出口技術目錄》，字節跳動與美國企業的收購進度勢必

暫緩。但抖音及TikTok的成功，體現了中國人的技術能力

以及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國際化能力。華

TikTok大事簿
日期 事件

2016年9月 推出抖音

2017年5月 推出國際版TikTok

2017年11月 10億美元收購美國Musical.ly

2019年8月 併下Musical.ly�1億用戶

2019年底 美軍及聯邦政府部門陸續禁用TikTok

2020年4月 總下載次數達20億次

2020年6月29日 印度禁用TikTok

2020年7月7日 特朗普稱考慮在美全面禁用TikTok

2020年7月31日 微軟傳將收購TikTok�特朗普稱考慮以行政命令禁用

2020年8月2日 微軟CEO與特朗普通話，收購案仍在進行

2020年8月6日 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45天後禁美企與TikTok及字節跳動業務往來

2020年8月14日 特朗普再簽行政命令，要求字節跳動90天內賣出TikTok

2020年8月24日 TikTok提告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為「選舉策略」

2020年8月27日 任職不到3個月的TikTok執行長梅爾請辭

2020年8月27日 TikTok開價300億美元，微軟聯手沃爾瑪呼聲最高

2020年9月2日 中國商務部發表《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字節跳動與美國企業的收購進度勢必暫緩。

2020年9月14日
甲骨文擊敗微軟，將與TikTok合作，成為其可信技術提供商。美國財政部表示將審議甲骨文公司和其他公司
共同改組TikTok美國業務的協議。

2020年9月18日
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及數據隱私為由，宣布自9月20日，微信(wechat)和TikTok將從美國所有應用商店下架
並不再更新，微信支付同步遭禁。白宮將視交易條件決定TikTok的國安疑慮是否已經化解，如果仍有風險，
11月12日起關閉TikTok。

2020年9月19日
特朗普批准美商甲骨文與沃爾瑪和北京字節跳動達成協議，讓TikTok繼續在美國營運，美國商務部也宣布延
後下架TikTok至9月27日深夜。

資料來源：TECHINASIA、環球時報、網路資訊 



蘋
果公司在 6月舉辦的 2 0 2 0年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上，執行長庫克正式宣布，將以自主

研發的安謀（ARM）架構處理器「Apple Silicon」，取

代英特爾（Intel）晶片作為Mac系列電腦的中央處理器

（CPU），搭載這款自研晶片的新版Mac將在年底前推

出，接著以兩年的時間進行轉換，讓開發者有時間對於應

用程式作轉換。為此開發者已能開始更新其應用程式，以

充分運用未來 Mac 電腦中的蘋果晶片，轉換過渡期間蘋果

也推出 Rosetta 2 方案因應。

Mac實際上是蘋果最後一個中央處理器仍由其他公司

設計的產品線。這也代表蘋果和英特爾15年的夥伴關係劃

下句點。

目前iPhone、iPad與Apple Watch都採用蘋果自家處理

器，過去10年這三款產品熱賣，帶動超過20億個處理器

出貨。iPhone和iPad是蘋果公司成功轉換到自研晶片的範

例，從2008年開始，iPhone已用蘋果晶片運行，其CPU性

能在過去10年中提高了100倍。iPhone和iPad使用的訂製晶

片降低了成本、提高性能且增強蘋果對未來產品的控制

力。庫克表示，採用自主研發晶片讓蘋果更能控制電源管

理，改善電池壽命，並提升電腦的處理能力和安全性能。 

高效能及低功耗的處理器架構，續航表現佳

Apple Silicon晶片採用的ARM架構，與Intel差別在於，

ARM的晶片將改善電池續航，並能提高處理速度和使用

新的安全功能。也就是說，Apple Silicon晶片效能不僅強

悍，Mac產品需要的功耗更低，因此續航表現更好，充電

器也無須像磚頭一樣大。

根據蘋果說法，Apple Silicon是目前最強大的Mac 

SoC，能協助工程師開發出更厲害的應用程式、高成本遊

戲。此外，Apple Silicon也具備了與iPad一樣的AI 技術，

有利於開發者用於機器學習進行研發。

「通用架構」為開發者為蘋果開發通用軟體提供便利

除了消費端需要過渡，專注開發Mac生態系的第三方

開發商也需要適應，不過蘋果盡可能做最小程度的改變，

例如這次同步發表的macOS Big Sur，蘋果加入一項技術，

能讓產品無縫過渡至Apple Silicon，甚至是iPad、iPhone

上開發的應用程式，也能直接在Mac上使用。將該公司其

他產品使用的處理器技術引入Mac電腦還將給蘋果公司

帶來另外一個利好，即實現科技界所稱的「通用架構」

（common architecture），這將為開發者為蘋果開發所有設

備上通用的軟體提供便利。

蘋果再度晶片改版

Mac電腦歷經從PowerPC轉換至OS X 10，再到Intel

處理器，已有十多年的時間。另一方面，從A4至A13，

iPhone 搭載的A系列晶片也有10代的演進。

這是蘋果電腦自2006年來最大的改變，不再使用英特

爾（Intel）的晶片，而改以安謀國際科技公司（ARM）為

架構的微處理器自製晶片生產蘋果電腦。安謀是日本軟銀

集團旗下的半導體設計與軟體公司，全球總部位於英國劍

橋，北美總部位於加州聖荷西（San Jose）。

14年前（2006年），蘋果公司從PowerPC晶片改成英

特爾x86晶片，就是在2005年6月的全球開發者大會上宣

佈，接著在2006年1月推出第一批配置英特爾晶片的蘋果

電腦。

「這是 Mac 歷史性的一天」，蘋果執行長庫克證實，蘋果將以自主研發的安謀（ARM）架構處
理器「Apple Silicon」，取代英特爾（Intel）晶片作為Mac系列電腦的中央處理器（CPU）。此將促使
蘋果加速整合生態圈，並使各產品之間的App更容易連繫的重要策略。

蘋果Mac採用Apple Silicon自製晶片
擁有核心技術帶來競爭優勢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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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轉變是蘋果公司多年努力的結果，其對業務的影

響可能也需要數年時間完全顯現。蘋果公司預計，今年年

底前將開始出貨搭載自家處理器的Mac電腦，但表示完成

過渡可能需要兩年時間。

蘋果哲學，擁有核心技術可帶來競爭優勢

近年在庫克的領導下，蘋果正在將許多外包業務改為

自行研發。就像這次自主研發的ARM架構處理器「Apple 

Silicon」。這戰略源自已故蘋果聯合創始人賈伯斯（Steve 

Jobs）倡導的蘋果哲學，即擁有核心技術可以帶來競爭優

勢。量身打造的晶片和傳感器可以幫助其iPhone、iPad和

Mac在電池性能和功能上超越競爭對手。還可以保護蘋果

免受購買通用零部件的中國競爭對手的影響。

蘋果自製晶片 成本大降
據獨立科技行業分析師Wayne Lam估計，目前iPhones

的核心零部件中約42％由蘋果自己生產，而五年前，此比

例僅為8％。自行研發零部件可降低蘋果成本，提升產品

性能，並增強對未來新產品的掌控。如同蘋果公司表示，

該公司訂製的晶片效率更高，圖形處理性能也更高。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蘋果多年來一直依賴第三

方零部件，也在培養自己設計

更多零部件所需的工程深度和

專業能力。同時，蘋果要求供

應商在向蘋果提供的零件中加

入訂製功能。此外，蘋果還找

來可靠的晶片廠來為其生產晶

片—台積電（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股份有限公司）在智慧手機

需求激增之際，過去10年台積

電一直在為蘋果生產iPhone晶

片。

TrendForce則認為，新Mac

第一款處理器晶片將採用台積

電5奈米製程生產，相較於目前

市售200至300美元的Intel 10奈

米入門款雙核心Core-i3，採用台積電5奈米製程製造的Mac

處理器成本預估落在100美元，將更具優勢。因此，分析

師估計，新的Mac電腦晶片將使每台Mac電腦的生產成本

降低75-150美元。

蘋果推動設計自己的晶片已有10年時間。英特爾每年

將損失約20億美元的筆記本晶片銷售，佔總收入的2％至

4％。隨著蘋果設計的晶片數量上升，其他晶片製造商的

市場份額近些年下降，迫使一些供應商出售或退出業務。

分析師表示，這項被一些供應商和分析師稱為內包的

舉措，可讓蘋果公司在設備性能方面比競爭對手領先兩

年，因為蘋果可透過規劃多個晶片如何協同工作來限制

耗電量，並騰出iPhone和iPad的內部空間供其他零部件使

用，還能降低產品計劃潛在的洩漏風險。

英特爾研發進度趕不上蘋果需求

蘋果認為英特爾的「團隊」跟不上其他「部門」的腳

步，裹足不前的效能托累Mac創新的速度。英特爾在最新

財報中也揭露了答案，新的7奈米製程將延後約六個月，

原因是良率未達標，導致英特爾的7奈米晶片至少要到

2022年或2023年初才會推出。英特爾的晶片供應近年來遭

遇瓶頸，且該公司自己的技術革新已落後於原定計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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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iPhone、iPad與Apple Watch都採用蘋果自家處理器，過去10年這三款產品熱賣，帶動超過20億個處理
器出貨。



印
度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移動市場，也還是一個尚未開

發的大市場：該國有13.5億人口，目前只有約一半

人口上網，從電商到線上媒體的數字服務還不發達。近

年來，數億印度人開始使用智慧手機並上網，使這個世界

第二大人口的國家代表著全球科技公司的最主要爭取的市

場。 

中印衝突，暫緩兩國之間的重要投資

中國一向是印度的一個重要的外資來源。如騰訊

（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等中國互聯網巨頭，

以及中國的風險投資公司，是近年加入印度科技行業的最

大投資者之一。但印度在4月改變外國投資規則，要求所

有潛在的中國投資者獲得政府批准。加上中印在喜馬拉雅

邊境發生致命衝突後，緊張急劇升級，印度以國家安全為

由，促使印度有關部門禁止59款中國app，包括位字節跳

動（ByteDance）擁有的TikTok和社交媒體應用Helo。數據

公司Sensor Tower提供的資訊顯示，上個季度印度市場下

載量最大的25款應用中，有八款來自中國公司。

美國企業因中印衝突而積極搶入印度市場

中國企業在印度市場遇挫，給美國企業帶來機會。其

實這幾年，美國企業已在印度市場已建立了強大的業務：

Google的數位支付服務Google Pay自2017年在該國推出以

來迅速發展，亞馬遜公司（Amazon）正與Flipkart在電商

領域展開正面競爭，沃爾瑪（WalMart）在2018年以160億

美元收購了Flipkart的控股股權。Google和Facebook則佔據

了印度數字廣告領域的主導地位。

從臉書到英特爾的全球科技領袖，正設法透過多種管

道搶占印度市場，因為每個月有幾百萬名初次使用網路的

用戶湧入這個市場。

受中國與印度外交挫折影響，美國企業正競相在世界增長最快的互聯網市場之一佔據一席之

地，尋求提高在印度市場的影響力。印度最大的行動電信業者Jio，在短短三個月內獲得10多輪融
資，共注入逾200億美元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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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信巨頭Jio獲美企資金
期望成為印度數位經濟霸主

印度電信巨頭Jio‧三個月獲10多輪融資

2020年4月21日 臉書以約57億美元價格收購印度電信巨頭Jio約10％公司股份

2020年5月4日 美國銀湖（Silver�Lake）資本、Vista�Equity�Partners聯手投資22億美元

2020年5月22日 泛大西洋投資（General�Atlantic�LLC）、KKR集團投資24億美元

2020年6月5日
阿聯酋的穆巴達拉投資公司（此公司曾與軟銀一起投資過滴滴40億美元）攜手銀湖資本投資1364億
盧比（約合18.1億美元）

2020年6月7日 阿聯酋阿布達比投資局（ADIA）投資568億盧比（約合7.56億美元）

2020年6月13日 德太投資（TPG）與L�Catterton聯手投資644.13億盧比（約合8.57億美元）

2020年6月18日 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PIF），投資1137億盧比（約合15.13億美元）

2020年7月3日 英特爾資本，投資189億盧比（約合2.5億美元）

2020年7月12日 高通創投資本投資73億盧比（約合0.97億美元）

2020年7月15日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投資45億美元

資料來源：網路資訊



印度電信巨頭Jio，三個月獲10多輪融資
亞馬遜執行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今年1月訪

問印度時就已宣布，將在未來5年內對亞馬遜印度追加10

億美元的投資，進而刺激更多印度中小企業，藉助亞馬遜

遍布全球的電商和雲端計算能力實現數位化。加上這10億

美元，亞馬遜今年承諾對印度業務的投資總額已經突破65 

億美元。

接著在4月22日，印度行動電信業者Jio正式開啟海外

資本的戰略投資進程，臉書以約57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印

度電信巨頭Jio大約10％的公司股份開始，Jio的融資進程一

發不可收拾，在三個月內，獲得10多輪融資，共注入200

億美元以上的資金。

過去幾個月來已藉釋出約33％的股權，向10多個投資

人合計募集到206億美元的資金。包括美國晶片製造商英

特爾（Intel）和高通（Qualcomm）的投資部門，沙烏地阿

拉伯的公共投資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私募股

權公司KKR和銀湖（Silver Lake），以及臉書、KKR、及

Alphabet等公司入股。新資金挹注將協助Jio平台跨足從電

商到串流等領域，進而在未來稱霸印度的數位經濟。

Jio在印度約4億用戶，占印度網路用戶總數一半以上
成立於2015年12月的Jio背後是實力雄厚的信實工業

集團（Reliance Industries），由印度富豪穆克什•安巴尼

（Mukesh Ambani）於1966年成立，市值達12.6兆美元。信

實工業是印度最大的私營企業，也是印度第一家進入全球

500強的私營公司。

信實工業的業務橫跨能源、化工、零售、電信和媒

體，占印度15％出口額和3％稅收，是印度無庸置疑的支

柱企業。而Jio則承載了信實集團數位化相關的服務和產

品。Jio在其數位生態系統中進行了大量投資，其主要技術

包括寬頻連線、智慧設備、雲計算和邊緣計算、大數據分

析、人工智慧、物聯網、增強和混合現實以及區塊鏈。

Jio是印度最大電信商，也是世界第三大電信商。靠著

高速低價的4G服務，在4年內超過經營時間最長的Bharti 

Airtel及Vodafone Idea等競爭者，在印度市場搶到約4億用

戶，占印度網路用戶總數一半以上。Jio旗下還擁有一系列

產品，包括統一支付介面模式下的數字支付、音樂流媒體

應用JioSaavn、雜貨平臺JioMart、數字服務平臺JioTv等。

Bernstein分析師預測，到2023年，Jio平台的用戶可望達到5

億人。

印度將是臉書成長最快的市場

臉書與Jio合作把信實的電商平台JioMart與WhatsApp整

合起來，可讓臉書觸及當地快速成長的線上交易市場，帶

進新的營收泉源。

臉書（Facebook）早在2016年時就明白指出，新興經

濟體的數據方案費率低廉，將為臉書的用戶成長帶來正

面效益，並且一再形容印度將是臉書成長最快的市場。

因此。臉書在今年4月斥資57億美元收購Jio Platforms的

股份，這筆交易是Facebook在2014年以220億美元收購 

WhatsApp之後最大的一筆對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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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孟買的Jio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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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將近四分之三的收入來自北美和歐洲，但考量臉

書被中國拒於門外，而臉書旗下的WhatsApp是印度最受

歡迎的即時通訊服務之一，擁有超過4億用戶，因此印度

將會是臉書最有增長前途的市場。這兩家公司可在從移動

支付到電子商務等諸多領域展開合作，或將打造出一款與

中國的微信（WeChat）類似的「超級應用」。此外，與

Reliance合作可能有助於臉書更易於應對印度嚴苛的監管

環境。

Google卡位全世界成長最快的智慧手機市場
Google則計劃與Jio合作，打造出一款採用Android作業

系統的平價新智慧手機，藉此在全世界成長最快的智慧手

機市場卡位。根據Counterpoint研究公司的資料，印度擁有

5億個智慧手機用戶，到2022年可望增至7億個，目前另有

3.5億人使用陽春的「功能型手機」。Google與善於藉低價

攻勢迅速擴大市占的信實集團聯手，希望能推出一款夠便

宜的智慧手機，吸引廣大印度民眾使用，這將為Google支

付、地圖等服務在印度奠定優勢地位。

英特爾和高通透過各自的投資部門，將賦予這些晶片

製造商一大策略優勢：搭Jio發展自家5G服務的順風車。

這有助為高通的5G晶片和英特爾的5G行動基地台爭取訂

單生意。

亞馬遜攻印度‧挑戰Jio數位服務平台
美國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在印度的業務已開

始踏入各種領域，包括生鮮雜貨外送、保險甚至藥品，

來勢洶洶，在印度市場挑戰「地頭蛇」亞洲首富安巴尼

（Mukesh Ambani）的數位服務平台Jio。

亞馬遜快速跨足多元市場，在推出處方、非處方及草

藥配送服務，今年7月也首度開始銷售汽、機車保險，號

稱能在兩分鐘內完成投保，還推出了餐廳外送及財富管理

服務。

亞馬遜跨足的投資領域，與安巴尼旗下的信實工業

（Reliance Industries）很類似。信實在幾個月內籌得逾200

億美元，也已收購線上藥局Netmeds逾半股權，將推出一

系列保險、經紀仲介及共同基金的財務產品和服務。

Forrester研究分析表示，這是一場爭取家庭支出的戰

爭，亞馬遜和信實都希望能滿足消費者的各種需求，範圍

涵蓋網路零售、金融服務、甚至娛樂。

根據Forrester分析，最激烈的戰場會在占據印度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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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55％的生鮮雜貨市場。亞馬遜雖已透過Amazon Pantry

與Amazon Fresh等業務，穩定推動生鮮雜貨配送服務，但

信實最近在印度200多座城市推出JioMart，拿下每日平均

25萬張的訂單。雙方也正在爭奪印度Future零售公司。

安巴尼曾透露，JioMart平台上五分之四的生鮮產品是

來自於當地農民，而亞馬遜正在印度測試「產地直送」服

務，是對Jio平台的正面挑戰。

投資大戶，各取所需

投資大戶紛紛與這個印度剛崛起的明日之星結盟，是

為了在歐美市場趨於飽和之際，插足成長展望強的市場，

於是趁印中爆發邊境衝突、印度對中國投資設限，大舉投

資印度，以免錯失未來十年印度市場成長帶來的商機。看

上Jio爆炸性的成長展望，及其衍生的巨大商機，這些投資

大戶相繼追求印度網路和電商市場蓬勃發展的行列。

Jio目標是成為印度數位經濟的霸主
Jio的目標是透過Jio把旗下能源集團轉變為印度科技巨

頭，類似中國大陸的阿里巴巴集團。過去四年來，Jio推出

低價、甚至免費的4G數據方案，吸引數以百萬計的印度人

初次上網。印度新上網人口暴增，讓Google、臉書這些面

臨歐美市場飽和以致營收成長趨緩的網路公司，在亞洲找

到好大一塊成長型市場，給他們帶來有助驅動未來成長的

「下一批10億用戶」。

信實集團主席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的

決策能左右整個國家的收入變動，身價也達 712 億美元，

使他在印度政壇擁有巨大影響力。信實工業及穆克什‧安

巴尼左右印度政局的能力是子公司Jio最近受美國公司青睞

的原因。這些投資者認為，高通、Facebook 等的如意算盤

是透過持有Jio股份，以緩解目前在印度市場遇到的政策壓

力。

有了諸多國際投資人撐腰，Jio有望成為印度數位經濟

的霸主。藉由割喉式的價格戰，Jio電信部門已經擊敗多位

對手。信實集團也打算利用Jio平台進軍電子商務，與亞馬

遜和沃爾瑪競爭。另外，Jio也致力發展連結車輛、門禁安

全與智慧居家等網路系統。

來自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資訊顯示，電子

商務銷售額在印度零售總額中的佔比僅為3.2％，遠低於中

國或美國的水平，顯示印度市場頗具吸引力。

印度經濟結構性問題可能阻礙Jio的發展。
印度的基礎設施仍然很差，這可能會成為電子商務等

領域的障礙。互聯網服務方面的支出還將取決於印度的整

體經濟增長，而後者或將為印度不斷上升的債務水平和陷

入困境的金融業所累。Jio的大量用戶是其設法以低價吸引

來的，因此尚不清楚他們是否會為該公司的其他服務支付

更高價格。雖然Jio顯然是一個先行者，但競爭將不可避免

地出現。

印度提供在地生產獎勵計畫，要拿下「世界工廠」封號

中印兩國爭搶世界工廠地位，政府各自祭出高額補貼

扶植供應鏈，中國扶植的是中國供應鏈，而印度政府期望

藉由拉攏「蘋果」跟「三星」兩大手機巨頭（合計市占率

6成），將其供應鏈帶到印度重植期望拿下「世界工廠」

的封號，這兩大品牌也看上印度龐大的市場潛力。

印度政府推出在地生產獎勵計畫，主要是鼓勵業者新

增加的3C銷售，若來自印度在地製造生產，可以給予企業

營收6％財務獎勵，這個獎勵從2019∼2020年為基準點起

算，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不只是要內需，還要出口。印度

宣佈，這項獎勵方案總計獲得22家印度本土及海外代工廠

參與計畫，目標未來5年內產值上看1,530億美元，其中包

含出口約佔60％。科技部官員Ravi Shankar Prasad表示，預

計參與業者總投資金額達1,100億盧比（14.63億美元），

可以創造120萬印度人就業機會。

印度成為主要代工廠重點布局區域，台灣的緯創、

和碩、鴻海集團、三星和印度國本地的Dixon Lava、

Micromax等蘋果代工業者，已申請印度政府的在地生產

獎勵計畫。相較於中國大陸製造，印度製造仍存在材料進

口、製造技術與設備等三因素需要克服，不過在大量生產

製造上存在人力充沛、內需市場逐步成長、外銷政策獎勵

等三大優勢。印度有龐大的人口紅利，是也是代工廠積極

布局的一大誘因。華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隨
著新科技的便利應用，以及千禧世代是主流消費的

潮流下，餐飲外送App在極短的時間內席捲各國。

根據Statista平台2019年資料，全球線上餐飲外送產業共有

9.7億名用戶，整體經濟規模在2019年突破1000億美元，預

計未來5年的年成長率將達10％。

外送平台產值預計在2025年上看2,000億美元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全球蔓延，更加推動

餐飲結合外送風潮。分析數據公司M Science的數據顯示，

全球餐飲外送服務營業額大約增長了140％。看好外送產

業將急速成長，諮詢顧問公司Frost & Sullivan估計全球餐

飲外送平台市場產值，預計可在2025年上看2,000億美元。

美國七月餐飲外送銷售總額同比增長150％
根據Second Measure的數據顯示，在新冠肺炎期間，

美國外賣食品的銷售達到新的巔峰。數據顯示，到今年7

月底，外送服務的銷售總額同比增長150％。7月中，33％

的美國消費者曾使用外送平台，同比去年才26％。

摩根士丹利分析師諾瓦克（Brian Nowak）預估，受到

疫情下待在家中影響，今年美國餐飲外送營收將成長45％

至大約450億美元，2025年營收則將增長至860億美元。

 

疫情推升外送訂單數量，也刺激併購加速

根據Net Solutions顧問公司於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

「全球十大成功線上外送APP」（Top 10 Successful Online 

Food Delivery Apps in the World）顯示，此十大成功的線上

外送app大都全球布局，透國全球的在地服務，成功地創

造出巨大的財富。

今年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居家限令影響，由於

消費者待在家裡，且餐館轉向科技平台尋求幫助，人們對

在線外賣的需求大幅增長，推動了訂單的激增，因此在今

年至今（8月）已產生了多件外送平台併購案，藉由合併

達到相互加乘的影響力，加大公司競爭的力度。

近日疫情反覆，餐飲外送市場再現商機。全球餐飲外送行業的競爭日益激烈，推動了行業相互

併購以提升競爭力。歐洲Just Eat Takeaway以73億美元買下美國Grubhub；Uber Eats以26.5億美元收
購Postmates；亞馬遜也獲准收購Deliveroo的16％股權。這些購併案都是為了加強餐飲外送服務的競
爭優勢。

餐飲外送平台產值高
各國競相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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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疫情反覆，餐飲外送市場再現商機。全球餐飲外送行業的競爭日

益激烈，推動了行業相互併購以提升競爭力。



歐洲Just Eat Takeaway以73億美元買下美國
Grubhub
總部位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Just Eat Takeaway於6月宣

布，以總價值為73億美元的換股方式收購美國Grubhub。

雙方合併將創造總營收超過21億歐元（23.8億美元）的大

型外賣公司。這項交易將創造出一家橫跨美、英、荷、德

等四大餐飲外送市場的大咖，全案預計將在2021年第1季

完成，取決於股東和監管機構批准速度。若這項交易順利

完成，將創造中國大陸以外全球最大美食外送業者。

Grubhub 將協助 Just Eat Takeaway 投入美國市場，擴

大其全球市占。Just Eat Takeaway主要經營市場包括澳洲、

巴西、加拿大以及總部所在的歐洲，其在2019年處理多達

5.93億份外送訂單，與 Grubhub 合併後，於全球將擁有超

過7,000萬活躍用戶。依據市調公司Second Measure資料顯

示，Grubhub在4月底時點的美國市占率為23％。

對Grubhub來說，這項交易則將能避開像是Uber先前

向其提議併購時，所遇到的反托辣斯疑慮。Uber 5月向

Grubhub提議全股交易併購，但政治壓力令人質疑美國監

管機關是否會批准交易。

Grubhub從2004年就開始應用網路提供餐點外送服

務，到了2013年，他們更與另一知名品牌Seamless合併，

後續又相繼收購Eat24、Tapingo與LevelUp等外送服務品

牌，整體市場占有率藉此逐漸擴大。過去，Grubhub一直

穩坐美國食物外送市場的龍頭寶座，但研究機構 Second 

Measure 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Grubhub的領先地位已經

被舊金山新創DoorDash及Uber Eats超越。

今年4月荷蘭Takeaway才剛獲准以78億美元
與英國Just Eat併購
至於Just Eat Takeaway原名為Takeaway，是荷蘭億萬

富豪葛洛恩（Jitse Groen）2000年在自己大學宿舍裡創辦

的食物外送平臺，在今年4月經英國市場競爭監管機構批

准，以78億美元併購了2001年於英國成立的競爭對手Just 

Eat，從此更名為Just Eat Takeaway。該平臺的市場版圖涵

蓋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法國、德國、以色列、荷

蘭、羅馬尼亞、英國及越南等14個國家，現在則藉由整併

Grubhub，將勢力範圍擴大到美洲市場。

歐洲外賣服務市場競爭激烈，少數幾家公司展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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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餐飲外送每月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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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銷售比例

Uber Eats 23% 
 (不包含用UberCash購買。部分
銷售無法區分，特別是2019年
5月至8月)

Postmates  8%

DoorDash  46%

Other  1% 
 (亞馬遜餐廳(2019年7月關閉)
、Caviar(2019年10月被併購)
、Waitr等)

Grubhub  21%

*2018年1月的餐點外送銷售數據(=100）由於四捨五入，
 百分比可能未達100。
 資料來源：Second Measure



時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才能提升市占率，短期盈利難度高，

爭奪用戶時若無法持續獲得資金支持，業務規模越大，虧

損越多，最終被更大公司收購或退出市場。之前英國監管

機構批准亞馬遜收購外賣公司Deliveroo的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後者無法完成這筆收購就可能面臨資金危機，因業績

虧損縮減業務規模甚至退出市場，都可能降低整體市場的

競爭性。

Uber Eats將收購Postmates，在美市占可達 30％
據彭博社（Bloomberg）報導，租車服務商Uber公司董

事會於7月已批准收購食品外送公司Postmates的交易，總

額高達26.5億美元，此舉將有助於提升公司在餐飲外賣服

務以及食雜用品及其他日常必需品配送市場上的競爭力。

對於Uber而言，這已經是第二次嘗試收購競爭對手。

之前Uber曾參與競購食品外送服務商Grubhub，後者最終

被歐洲食品外送服務商Just Eat Takeaway以73億美元收購。

收購Grubhub失敗後，Posmates成為其最好的選擇。2020 

年第一季由於租車服務需求大幅下降，Uber 公司虧損29 

億美元，比2019年第四季擴大了18 億美元，Uber Eats食品

外送服務幾乎是該公司唯一的業務成長點。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雙方的外送服務整合後將有助於Uber Eats挑戰美國最

大的外送平台DoorDash，儘管Postmates在全美的市佔排名

只位居第四，但是在洛杉磯地區和美國西南部佔有重要地

位，這對Uber Eats來說具有一定價值。

如果Uber成功收購Postmates，雙方食品外送服務整

合市場占有率將超過Grubhub，達到30％左右，但仍落後

於DoorDash。據 Second Measure 的報告顯示，2020年7月

Postmates在美國食品外送服務市場的占比大約為 8％，

DoorDash以46％的市占率大幅領先。

Postmates成立於2011年，是美國第一個開放使用者利

用手機app呼叫外送服務的公司，由於近年相關業者的競

爭愈來愈劇烈，讓Postmates難以佔據市場前段班。2019年

Postmates曾經申請公開上市，卻沒有成功。

亞馬遜獲准收購Deliveroo的16％股權
美國線上零售商亞馬遜於8月獲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

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簡稱CMA）批准，

以少數股權投資形式，入股英國外賣平台Deliveroo的16％

股權，預料將與Uber Eats爭奪當地網上點餐及外賣市場。

CMA 在6月份時表示，亞馬遜的這筆投資應該可以實

施，因為其不會在餐廳外賣或便利店食品雜貨外賣領域損

害競爭，不過CMA當時還在繼續就臨時調查結果徵求意見

和評估證據。

調查的重點是亞馬遜收購Deliveroo 16％的股份是否有

損競爭，以及這是否會降低該公司本身做為競爭者進入這

一市場的機會，此外對於亞馬遜是否可以使用 Deliveroo 

的用戶數據，從而利用這家配送巨頭在外賣市場以外的其

他市場優勢，像是線上雜貨配送等等疑問，也是CMA擔憂

的問題 。

英國線上點餐平台——Deliveroo（戶戶送），由台

裔美國人許子祥（William Shu）和Greg Orlowski創於2013 

年。只花了短短三年時間，其銷售收入已突破1.29億英

鎊。2019年獲得亞馬遜5.75億美元投資後，戶戶送在全球

12個市場、500多個城市營運，包括澳洲、比利時、法國、

香港、意大利、愛爾蘭、荷蘭、新加坡、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西班牙、台灣（今年4月退出）、科威特和英國。

▼雙方的外送服務整合後將有助於Uber EatsUber挑戰美國最大的外送平
台Door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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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廚房」的崛起

隨著更多外送服務平台加入爭食餐飲業這塊大餅，餐

廳客源增多變廣的同時，也出現供不應求的窘境，餐廳

無法消化用餐高峰時段的大量訂單，因此帶起另一波新商

機，一種沒有用餐區，也不提供外帶服務，專門為餐廳需

要解決大量外送訂單時所用，具共享概念的廚房崛起—

「幽靈廚房」。

Deliveroo在英國已與高達兩千家虛擬餐廳合作。此

外，已有許多經營幽靈廚房的企業出現，比如於北京發

跡的熊貓星廚，提供廚房租賃、網店營運到品牌銷售的

一條龍式服務，幫助外賣業者節省餐廳營運成本。另一

家幽靈廚房是由Uber前執行長Travis Kalanick領導的Cloud 

Kitchens，顧客透過外送服務平台訂購餐點，店家直接從

幽靈廚房出餐及完成配送服務。

2018年，瑞銀集團 UBS 發表一篇標題為《廚房已消逝

了嗎?》的文章，分析在未來十年全球食品外送市值將增

漲至少十倍以上，因為食品配送服務和幽靈廚房的出現，

使餐點的製作成本減半，未來 AI 技術還可能帶來另一波

降低人力成本的機會。

中國外送平台美團點評，市值觸及1.4兆港元 
中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點評在香港上市，自今年3

月起市值一路飆升，市值曾觸及1.4兆港元，是僅次於阿里

巴巴和騰訊的中國第三大網路公司。專家表示，很難想像

美團的最終市值，美團壟斷中國內地市場後，能夠佔據3

至4億個活躍用戶，每年人均創造數十元的利潤。

中國最大團購網「美團點評」2018年在香港交易所正

式掛牌上市，主打用App叫外賣及訂酒店服務，其中外賣

佔公司逾60％收入，美團主打中國市場。

戴德梁行指出，2018年上半年，中國最大外送平台

「美團」，每日可送1,518 萬份訂單，最新的5月數據，每

日已超過2,500萬，顯見「中央廚房」的持續擴增將是中國

餐飲的新未來。

App 平台的特殊方案，決定餐飲戰爭的最終市占
根據 Second Measure調查，消費者並不會只使用一款

外送App，22％的GrubHub用戶會使用DoorDash，反之，

20％的DoorDash用戶也會用GrubHub。畢竟，兩個平台上

條列的餐廳或許不同，得看外送 App 與餐廳或是連鎖餐

廳品牌建立的夥伴關係而定。舉例來說，Uber Eats已經和

麥當勞、星巴克等國際知名飲食品牌建立夥伴關係，而

DoorDash則是與速食品牌Wendy's、Chipotle等都有夥伴關

係。

因此，外送 App 平台如何祭出特殊方案，鞏固消費者

的忠誠度，又如何維持與各大品牌關係，同時豐富自己的

飲食種類選擇，將會決定這場餐飲戰爭的最終市占。華

全球十大成功線上外送APP

Zomato
除了讓用戶點餐廳食物外送以外，還進一步結合社群機制，追蹤其他用戶、閱讀他們對某餐廳的評價。主
要在印度、澳洲、美國等市場。

Uber	Eats
Uber�旗下事業，強調將附近餐廳餐點以最快速度送到用戶所在地，營運於世界�1000�個城市中，橫跨美
國、印度、巴西、日本、墨西哥等地。

Foodpanda 龐大餐廳資料量造就這家德國柏林公司的成功，於41個國家推出服務。

Swiggy 印度評價第一的外送App，會自動偵測用戶所在地、以最快速度送達餐點。

Grubhub
2004年於芝加哥創立，GrubHub以每天24小時客服團隊處理用戶與餐廳夥伴間的關係，主力國家為美國，
服務超過800多個城市。

Deliveroo 總部在倫敦，目前是歐洲最受歡迎的外送App、推行於全世界500多個城市。

達美樂Pizza
（Domino's）

Pizza�連鎖品牌達美樂的自家外送系統，以流暢的使用體驗，讓用戶快速點餐、30�分鐘內保證送達。

Just	Eat 2001年於歐洲創立，原本是個搜尋提供外送餐廳名單的平台，後來進入�App�外送市場。

DoorDash 強調客戶滿意度與食物品質，在32個市場的300多個城市使用，主力市場為加拿大與美國的幾個大城市。

Postmates 主力國家為美國，除了外送食物以外，還能外送酒精飲料。

資料來源：Net Solutions （於2019年12月31日公布）



根
據研究機構Refinitiv的資料，2020年7月以來的短短

6周時間內，全球超過100億美元規模的併購交易有

八件，創下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同期大型併購交易之

最。

這些規模超百億美元的交易中，最大一筆併購交易

就是馬拉松石油（Marathon Petroleum）將加油站業務

Speedway以210億美元出售給7-11便利連鎖店的日本老闆

Seven & i控股公司。

Seven&i迄今最大一筆收購，也是美國今年最
大能源交易

Seven & i是全球最大便利商店加盟體系，透過總部設

在美國的7-Eleven公司進行跨國營運，全球共擁有6.9萬家

店，包括7-Eleven門市和日本的伊藤洋華堂（Ito Yokado）

超市。該公司8月初發表聲明，期望收購Speedway的全現

為了鞏固在美國的「超商霸主」地位，日本連鎖超商巨頭7-11母公司Seven & i Holdings於8月宣
布，以210億美元重金收購美國煉油業者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Petroleum）旗下美國第三大超
商Speedway，想藉此在美國大展鴻圖。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7-11母公司收購美國Speedway
邁向全球零售市場關鍵一步

金交易可在明年第一季完成。

這筆收購是Seven & i Holdings迄今最大的一筆收購，

之前的記錄是三年前以33億美元從太陽石油公司（Sunoco 

Inc.）處收購了1,000多家位於美國的便利店和加油站。與

這次收購的形態類似，且也是著眼於北美市場業務。同

時，這也將是美國今年最大的能源交易，同樣也表現出

7-11便利店對北美市場的野心，借由此筆收購，其在北美

的零售點將達到14000家。

「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Seven & i控股社長井

阪隆一表示，「我們踏出了以超商為核心，邁向成為全球

零售業者的重要一步。」

在日本面臨瓶頸，轉對海外市場寄予厚望

Seven & i 控股在日本國內的獲利遇到瓶頸，在現任社

長井阪隆一自2016年上任後，公司市值也從過去的5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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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一路掉到目前的3.5兆日圓，雖然目前該公司在日本國內

的業績表現良好，但是旗下的 SOGO、西武百貨，還有綜

合超市的伊藤洋華堂，則似乎都面臨了發展瓶頸。

此外，Seven&i在去年7月上路的行動支付「Seven 

Pay」，也在短短幾週內就因安全機制問題而草草結束。

再加上日本的超商市場已經幾近飽和，全國上下分佈著超

過5.5萬家便利商店，7-11則擁有其中超過2萬家，加上勞

動人力緊絀，24小時營業的模式備受挑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長井阪隆一將集團重點放在北美

市場的拓展，讓具有極大開發潛力的美國，成為7-11繼續

成長的下一站。依據公司2019財年資料顯示，北美的銷售

收入已上升至總收入的40％，高於五年前的大約三分之

一。

7-11加Speedway，市占率依然不到美國整體10％
根據美國媒體《CSP》的2019年美國超商門市統計，

7-11目前是美國最大的超商業者，於當地擁有超過9,000

家門市；而排名第二的Alimentation Couche-Tard則擁有約

6,000家門市；Speedway排名第三，旗下門市約4,000家。

完成此次收購後，Seven & i控股美國門市總數將一口氣達

到1.3萬家，大幅拉開與Alimentation Couche-Tard的差距，

鞏固超商霸主的地位。

由於大賣場的普及，超商在美國並不像東亞地區那麼

盛行，且是個非常紛雜的市場，據統計目前全美連鎖型便

利商店總數約有15萬5千家，其中有6成左右是小型連鎖或

個人經營。

依據 2019年11月之統計，共有9000家連鎖的7-Eleven

則是美國當地的最大超商業者。而稍有規模的超商企業，

也成了主要的併購標的。像是英國BP（原稱英國石油公

司） 就在2019年收購美國連鎖超市業者Thorntons。

但即使排名第一的7-11擁有9,000多家門市，加上

Speedway的門市數，市占率依然不到當地的10％。正因為

如此，對Seven & i控股來說美國仍然極具發展潛力，且前

10大超商業者加起來也只有約2.8萬家，甚至不到整體的

20％，整個市場大有可為。現在北美市場約占Seven & i控

股營收的4成左右。

M a r at h o n石油因疫情影響營運‧出售
Speedway以維持生存

Speedway為全美第三大連鎖便利商店，門市數量自

2011年以來大增至三倍，在36個州共有近4,000家，其主要

業務形態是便利店和加油站比鄰經營。

不同於東亞地區超商樣貌，由於美國幅員遼闊，對於

零售業而言物流成本也相對較高，加上便利商店與加油

站的經營有助降低人力成本，這也是美國便利商店常與加

油站比鄰而居的主因。根據統計數據，美國15.5萬家超商

中，約12萬家都有附設的加油站，對於Seven & i控股來說

這是個充滿不確定的因素。

而Speedway的母公司Marathon石油則是美國上市的石

油煉化及銷售一體化的企業，當前市值約為250億美金。

據悉，由於疫情因素，今年一季度該石油公司虧損高達92

億美金，因此迫切需要出售部分業務以保障公司在疫情後

的生存。其實，包含Marathon在內的美國大型石油業者至

今都在為復甦掙扎，深恐第二波疫情迫使更多駕駛避免上

路，尤其是在美國部分人口稠密的州。

Seven & i此次重金購買Speedway，雖然受益於同時有

加油站和便利店，但因為環保意識覺醒、北美電動車興

起，燃油汽車引擎的未來籠罩陰霾，Seven & i依然面臨許

多未知的挑戰。

拓展門市數量，成為線上線下零售的接點

此外，Seven & i控股觀察到，與日本的情況不同，美

國許多地方沒有送貨到府的服務，必須親赴住家附近的門

市取貨。這樣的現象在疫情下電商大熱的趨勢中，又更

進一步擴大，因此超商巨頭相信，「鄰近住家的門市具有

非常大的價值與潛力。」此外，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美國民

眾轉向電商購買，Seven & i控股希望在這個趨勢下廣鋪通

路，拓展門市數量，成為線上線下零售的接點，以與亞馬

遜等電商業者競爭。

此併購案究竟能否讓7-11在美國坐穩龍頭，成為Seven 

& i控股未來的成長引擎，一甩疫情下銷售下滑，以及日本

人力緊繃24小時全球年無休制度瓦解的陰霾，接下來的發

展勢必會是大家關注的焦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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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母公司收購美國Speedway
邁向全球零售市場關鍵一步



 

原
本為博物館而對外開放參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在7月10日由土耳其國家最高

行政法院公布判定：1934年的「聖索菲亞清真寺轉換為

博物館」決議無效。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隨即下令將教堂改為清真寺，並於7月24日開放

祈禱。

神聖智慧的拜占庭式建築典範

君士坦丁大帝統一羅馬帝國後，將拜占庭改名為君士

坦丁堡，並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賦予人

民擁有自由信仰基督教的權利，此後下令興建今日聖索菲

亞大教堂的前身教堂（東正教）。但在之後的人民暴動中

幾乎全部毀損，直到西元415年時，才在狄奧多西二世的

命令下完成原址重建，沒過多久也逃不過被暴動群眾燒毀

的命運。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大帝重建大教堂

西元6世紀，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即查士丁尼大帝）決定重建大教堂。根據記載，查士丁

尼大帝花了整整5年的時間，精挑細選帝國各地高品質的

建材、用了上萬名工人與上千人工程師，打造出更加雄偉

的建築，於西元532至537年建成。標誌性的圓頂設計，具

有濃厚拜占庭風格。查士丁尼大帝會投入如此多心力建造

聖索菲亞大教堂，主要原因是當時帝國的國教為基督教，

他希望透過基督教會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

一直到十字軍東征前，聖索菲亞大教堂都是東正教最

重要、也最為雄偉的教堂。1204年，十字軍攻下君士坦丁

堡後，此時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也就從東正教教堂轉變為羅

馬天主教教堂。但作為羅馬天主教教堂的身份只持續不到

Variety 世界萬象

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先後成為基督教世界信仰中心和中世紀伊斯蘭文明象徵，隨
著土耳其政府將其定位變更，勢必再度引發土耳其境內世俗與宗教路線之爭。

100年，聖索菲亞大教堂再度從羅馬天主教教堂轉回東正

教教堂。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將聖索菲亞變成清真寺
在將近1500年的歷史中，聖索菲亞有長達近1000年都

是基督教信仰中心。直到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於1453年5月29日攻陷東

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後，將聖索菲亞牆上和圓頂的基

督教聖像用灰泥覆蓋，布置伊斯蘭教的圖騰和可蘭經文，

在建築四週立了4根尖塔，聖索菲亞於是搖身變成清真

寺，這樣又過了481年。在此之前，它有長達916年之久都

是拜占庭教堂。

凱末爾1935年下令將索菲亞大教堂改為博物館
共和國成立後，為避免再陷宗教紛擾，在定立世俗主

義治國方針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

支持下，1934年，土耳其通過部長會議決議，結束聖索菲

亞長達481年做為清真寺的用途，聖索菲亞於1935年成為

博物館對公眾開放，耗時多年的修復後，才讓原本被石灰

掩蓋的基督教壁畫重見天日，開放讓世人見證一座兼容不

同宗教文化的世界遺產。

其所位處的「伊斯坦堡歷史區」，1985年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教堂融合拜占庭建築及伊

斯蘭風格，雖歷經多次毀損、洗劫與整修，但圓頂、鑲嵌

畫、蘇丹樓座及伊斯蘭書法等美不勝收，每年吸引逾370

萬名遊客造訪。

聖索菲亞是戰火與信仰交織下的歷史見證者

站在聖索菲亞主祭壇前，從壁龕（mihrab）往上望，

聖索菲亞大教堂
兼容不同宗教文化的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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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索菲亞大教堂
兼容不同宗教文化的世界遺產

半圓頂上繪製聖母子鑲嵌畫，一旁卻掛著兩塊以阿拉伯文

書寫伊斯蘭教真主阿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圓盤。兩個宗

教的圖騰令人驚奇地突兀共存，堪稱聖索菲亞傳奇。

聖索菲亞是戰火與信仰交織下的歷史見證者。聖索菲

亞建築內的馬賽克壁畫用希臘文寫著「和平與你同在，我

是世界的光」依舊醒目，但是屹立將近1500年的穹頂，到

今天仍是宗教衝突的引爆點，在伊斯蘭主義復興的浪潮

下，經歷著世俗化與宗教化的劇烈拉扯。

在土耳其，將「聖索菲亞博物館」改造成「聖索菲

亞清真寺」的議題並不是新聞。每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

丁堡紀念日前後，這裡常有相關活動。例如2015年5月31

日562週年紀念時，大批穆斯林就在博物館前廣場舉行晨

禱。曾是東正教教堂和清真寺的身世使得聖索菲亞定位問

題特別敏感，尤其當建築內或周邊舉辦伊斯蘭活動時，總

會引發基督徒和穆斯林間的緊張，如果牽扯到政治動員則

又會使情況更加複雜。

八十六年來首個伊斯蘭教主麻日聚禮

聖索菲亞清真寺對全體穆斯林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建

築，對全體的土耳其人來說也象徵著鄂圖曼土耳其征服伊

斯坦堡的重要進展。

聖索菲亞大教堂7月24日舉行八十六年以來首個伊斯

蘭教主麻日聚禮，為教堂正式改為清真寺的首日揭幕。清

真寺用新近安裝的白色布簾遮住聖母瑪利亞與耶穌畫像，

寺方說，會在穆斯林祈禱時遮蓋基督教濕壁畫與用來裝飾

圓頂和大廳的馬賽克，其餘時間公開展示。土耳其當局

說，清真寺仍開放遊客參觀，也會繼續保護原有的基督教

藝術作品，包括裝飾高聳金色穹頂的聖母瑪利亞壁畫等基

督教元素將不會予以移除。

土耳其蘇美拉修道院重新開放

土耳其總統厄多安7月28日以視訊方式出席歷經3年餘

整修後的蘇美拉修道院（Sumela Monastery）重新開放儀

式，並且宣布東正教徒8月15日可在當地進行宗教儀式。

在改變聖索菲亞定位導致與基督教世界關係緊張後，此舉

象徵土耳其擺出和解姿態。

土耳其黑海地區有1600年歷史的蘇美拉修道院，經整

修後正式對外開放，為繼世界遺產聖索菲亞之後，土耳其

境內另外一座受到關注的重要宗教建築群。

聖索菲亞和蘇美拉修道院都曾見證東正教的興盛，若

說前者代表上帝的神聖智慧（聖索菲亞在希臘語中為上帝

聖智之意），後者也許堪稱上帝的神來之筆。

在土耳其北部黑海省份特拉布松省（Trabzon）的奧廷

德雷國家公園（Altindere National Park）懸崖絕壁上，蘇美

拉修道院隱身其間。修道院矗立在300公尺高的崖壁上，

只有真正的信徒才會不畏艱難追隨信仰而至此孤絕險境虔

誠事主。

蘇美拉修道院於2000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遺產「預備名單」中。修道院始建於西元385年，6世紀的

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下令擴建。它

於650年遭到劫掠、經歷火焚，後又重修和擴建。修道院

擁有72個房間及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千餘年漫長歲月

中不斷經歷荒廢和重修擴建，營建工作持續至19世紀。

蘇美拉修道院所在的黑海地區並不在土耳其觀光產業

幾條最熱門路線上。修道院重新開放後，文化旅遊部設定

每年吸引50萬名觀光客造訪的目標。華

▼站在聖索菲亞主祭壇前，從壁龕（mihrab）往上望，半圓頂上繪製聖
母子鑲嵌畫，一旁卻掛著兩塊以阿拉伯文書寫伊斯蘭教真主阿拉和先知

穆罕默德的大圓盤。



兩冊《永樂大典》手抄本
拍賣成焦點

法
國博桑—勒費福爾拍賣行（Beaussant Lefèvre）於7

月在巴黎舉行拍賣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拍品是兩

冊《永樂大典》嘉靖年間手抄本，最終以超過拍賣行估價

1千倍的812.8萬歐元成交。

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中國歷史上有一本全世界最早編輯的百科全書，它比

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還要早300年，全冊書有11000多

本，所收錄的重要古籍高達8000多種，連清朝的《四庫全

書》也比不上它，它就是明朝時期編撰的《永樂大典》，

被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永樂大典》是明代的一部規模宏大的類書，明成祖

為了整理歷代典籍，於永樂元年（1403年）命翰林學士解

縉等人編修，次年成書，定名《文獻大成》，但內容簡

略，而後又命姚廣孝和解縉等共同監修，重行纂編，於永

樂6年完成，改稱《永樂大典》，全書正文2萬2877卷，裝

成1萬1095冊。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介紹指出，《永樂大典》收錄宋

元以前重要的圖書文獻有七、八千種之多，內容包括經、

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工技、農藝等各方面資

料，明代之前大量祕籍佚文，藉此以傳。此部書採「用韻

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輯體例，以《洪武正韻》為

綱，按韻分列單字，每字先注明其音義，次錄各韻書、字

書的反切與解說，再備錄楷、篆、隸各體，然後彙輯與此

字有關的各種資料，並依次抄錄。單字注解中的書名和作

者名，全用紅字寫出，極為醒目。尤其可貴之處，在單字

下所引各項材料，完全據原書整部、整篇或整段，全文錄

入，一字不改，因而保存了許多古書的原來面目。就其體

被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的明代珍貴古籍《永樂大典》，其中兩冊（共四卷）

明嘉靖年間手抄本，7月在法國巴黎拍賣。最終以640萬歐元落槌，加上佣金為812.8萬歐元成交，買

家是一名華人女性。

例而言，此部書實兼有字書、韻書、類書之綜合功用。

明世宗照永樂原本摹寫副本

然而此部書自編成後，原本計畫複寫刊刻，卻因工

費浩繁而作罷，因而只有寫本流傳。此外因嘉靖年間

（1522∼1566），皇宮失火，此部巨帙差一點付之一炬，

因此明世宗命人照永樂原本摹寫副本一部。存放文淵閣的

正本大約在明亡之時全部被毀，副本經明清變動，至光緒

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火焚毀，列強劫奪等，大部

份《永樂大典》遭焚毀，劫後所存又被英、美、德、俄等

列強所劫奪。後世現存的《永樂大典》都是明嘉靖年間抄

下的的副本，目前全書僅存400餘冊，約為原數4％，散藏

於世界各地，中國入藏162冊，台北故宮典藏有62冊，美

國藏40冊，歐洲59冊。

此兩冊拍品來源為法國私人藏家

據拍賣公司介紹，此次兩冊拍品來源於法國私人藏

家，其家族成員曾於19世紀後半葉被派往中國，任至上

校軍銜，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

贈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這兩冊

《永樂大典》嘉靖年間手抄本分別為卷二千二百六十八、

二千二百六十九的「模」

字韻「湖」字冊，以及

卷 七 千 三 百 九 十 一 、

七千三百九十二的「陽」

字韻「喪」字冊。華

▼《永樂大典》嘉靖年間

手抄本。

Variety 世界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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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著「地球上最古老的沉船」。

希臘政府通常限制遊客進入海底遺址，以確保其完整

性。希臘旅遊部門為避免遺址遭破壞，特別設置以太陽能

和圖像辨識軟件運作的人工智慧（AI）系統監控；此外，

亦定期採用一款通過光度觸發的特殊鏡面擦拭器清理遺

址。遊客除了可由當地導遊帶領，親自潛入水中觀賞外，

也可在岸上透過虛擬技術來進行參觀。

希臘當局將陸續開發四個古代沉船遺址

希臘當局將總共開發四個古代沉船遺址，供遊客參

觀。如此不僅可延長旅遊季，同時還能創造出更多的就

業機會。此四艘從古典時期到拜占庭時期的沉船將被

改造成水下博物館，包括：西元前5世紀佩里斯特拉島

（Peristera）附近的沉船、西元9世紀-13世紀扎金索斯島

（Zakynthos）附近的沉船、拜占庭時期阿克拉戈洛斯附近

的沉船，以及西元4世紀特里格拉夫斯（Telegraphos）附近

的沉船

所有的水下博物館均位於海底40米以下的深度，遊客

將由潛水員和考古專家陪同參觀。對於那些不想潛水的遊

客，他們可以登上特殊的船隻來參觀沉船。

近年來，在希臘附近的海域發現陸續許多古代的商

船，如2019年在希臘西部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

的凱法利尼亞島（Kefalonia）沿岸發現2000年前沉沒的古

羅馬貨船；2018年在黑海發現世界最古老的完整沉船，這

條23米長的沉船來自古希臘，在海底沉睡了2400年之久。

沉船遺骸在海面一英里以下發現，由於缺氧環境，桅杆、

船舵、划船台都保存完好。華

希臘將向全世界展示媲美帕德嫩神廟的水下遺址！希臘阿洛尼索斯島（Alonnisos）附近的無人

島「佩里斯特拉」（Peristera）第一座水下博物館於8月開幕，該博物館位於海岸附近一艘古老沉

船的遺址中，深度約30公尺。正式對外開放後，遊客就能夠自由深潛，近距離觀賞這艘沉沒於公元

前5世紀的古船殘骸。

位
於希臘阿洛尼索斯島（Alonnisos）沿岸的佩里斯特

拉小島（Peristera），之前發現有古老沉船的遺址，

該沉船被認為很可能是最古老的沉船。因此，於8月正式

開幕的希臘首個水下博物館就，最大賣點就是在那裡發現

的沉船遺址，遊客能夠深潛，近距離觀賞這個暫時名為佩

里斯特拉沉船（以該無人島為名）。

博物館由管轄該島的色薩利州長阿加拉斯托斯

（Agorastos）與流行歌手薩基斯.魯瓦斯（Sakis Rouvas）

共同潛入水中剪綵開幕，成為希臘首座水下博物館。州長

表示，佩里斯特拉沉船與帕德嫩神廟同等重要，因為它是

地球上可讓人潛入的最古老沉船。目前此遺址今年將開放

至10月2日，直到下一個夏季才會重啟。

根據《歐洲新聞網》報導，這艘古老沉船上發現載

有約3,000至4,000瓶油罐，推測這些油罐被用於運輸葡萄

酒，因為行經路線的兩大古城（哈爾基迪基古城與派帕里

托斯古城）都是以盛產葡萄酒聞名。且按運載的數量評

估，該沉船為一艘雅典時期的大型商船，由於惡劣天氣沉

沒，覆沒年代約在西元前425年（五世紀）左右。

號稱水下帕德嫩神廟

色薩利州長阿加拉斯托斯表示，這將會是希臘一項重

大的展示，他個人更評論佩里斯特拉沉船「堪比是水下帕

德嫩神廟」的經典遺址。

帕德嫩神廟被視為是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時代代表性

建築，除了雕像裝飾相當經典之外，帕德嫩還有著古希臘

祭祀雅典娜女神的代表含義，而州長認為，沉船因為保存

良好，是一個以當時來看相當不可思議的大船，更遑論可

希臘首個水下博物館
觀賞地表最古老沉船

兩冊《永樂大典》手抄本
拍賣成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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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的磚壁畫《驛使圖》。

 s

中
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7月底發布考古成果，在

四川廣漢三星堆古城遺址約8公里外，發現一處綿

延5000年的聚落遺址，並出土大量器物，聚落包括新石器

時代、商周、秦漢、魏晉、唐宋和明清時代的痕跡。

三星堆遺址正在申請成為世界遺產

三星堆遺址位於距中國四川省廣漢市，屬青銅時代

文化遺址。由於其古域內三個起伏相連的三個黃土堆而

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遺址年代為公元前2800

年∼公元前1100年，分為四期，一期為寶墩文化（前蜀文

化），二三期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000年∼公元

前1400年），四期為十二橋文化（古蜀，主要遺存在金沙

遺址），約相當於中原的夏商周時期。曾出土的文物包括

青銅神樹、青銅立人像、青銅面具等，2016年10月還邀請

美國影星阿諾史瓦辛格擔任三星堆文化全球宣傳大使。目

前正在申請成為世界遺產。

中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7月底公布，在三星堆周邊發現有五千年文明的重要遺址—聯合遺

址。專家認為該遺址應該是三星堆古城遺址周邊的一個重要聚落，此發現拉開了對三星堆周邊區域

研究的序幕。

三星堆主體文化在聯合遺址最為豐富

從2019年10月開始，中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

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廣漢市文物管理所對聯合遺址進行

搶救性考古發掘，計畫發掘面積7000平方公尺。截至2020

年6月底，已完成發掘面積4500平方公尺，發現豐富的新

石器、商周、秦漢、魏晉、唐宋和明清時期的遺存，揭露

各個時期的灰坑、墓葬、窯址等遺跡數以千計，同時出土

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

聯合遺址涵蓋了桂圓橋、寶墩、三星堆、十二橋四個

文化因素，是三星堆周邊首次發現有著完整古蜀文明序列

的遺址，其中三星堆主體文化因素在聯合遺址最為豐富，

出土了大量和三星堆類似的文物。

聯合遺址出土和復原了大量的高柄豆、鏤空圈足豆

（盤）、小平底罐等。其中出土的陰線刻龍鳳組合紋陶器

年代為晚商時期，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有「龍鳳呈祥」

圖案的陶器。

此外，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件泥塑陶豬，形象呆萌可

愛、栩栩如生、堪稱一絕。可見古蜀先民即使在生產力極

不發達的年代，其審美水準同樣不容小覷。陶土小豬被網

友認為很像電玩遊戲「憤怒鳥」裡的小豬，而被中國網友

笑稱是「時空穿越的證據」。

漢代遺存以灰坑和溝為主，出土器物有釜、罐、盆、

缽、紡輪和「大富吉」銘文瓦當等。唐宋時期則以墓葬為

主，出土器物主要有雙耳罐、盤口罐、銅鏡和開元通寶銅

錢等。

聯合遺址涵蓋了近5000年來連續不間斷的區域發展

史，對於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發展和演變有著重要意

義。華

中國三星堆周邊
五千年文明遺址現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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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門（Yemen）政府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千年

古城——沙那（Sanaa）舊城區因大雨沖擊，導致本

就在各種兵荒馬亂中勉強保存的歷史建築，接連傳出受災

毀損的消息。

7～8世紀為伊斯蘭宗教文化傳播重要城市
沙那座落於海拔約2,200公尺高原間的低谷盆地，是四

季氣候相對宜人的阿拉伯半島城市。2,500年前，沙那已有

人居，並逐漸發展為規模城市，在7∼8世紀時成為伊斯蘭

宗教文化傳播的重要城市。由於西面紅海、南望亞丁灣，

盤踞地中海與阿拉伯海之間的絕佳地理位置，沙那也是歷

史上往來東西的重要貿易中繼點。

1986年沙那舊城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沙那的舊城區（al-Qadeemah）於1986年列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登錄區包括11世紀前建造的103

座清真寺、14座哈瑪姆（HAMMAM，即浴場）和6000間

會所。舊城區保留了大量於11世紀以前建造的古蹟建物，

歷史超過1,000年。屹立至今見證了葉門乃至伊斯蘭、阿拉

伯文明的千年更迭。

葉門內戰在2015年爆發以來，國家大半淪為斷垣殘

壁，面對新冠肺炎更沒有招架之力。加上今年4月中以

來，葉門的夏季大雨來勢洶洶。官方統計，自7月中旬至

今全國至少172人因此喪命，世界遺產的沙那舊城也因狂

風暴雨遭致嚴重破壞。儘管挺過了不同時代的天災人禍，

沙那舊城區卻面臨氣候變遷災難。因此，實質掌控沙那的

葉門胡塞軍便陸續向聯合國釋出信號，請求救援沙那舊城

區的歷史建築保存。

多貢之地被毀，聯合國出資維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8月提出與瑞士國際

衝突地區遺產保護聯盟的合作，將出資百萬美元的輔助計

劃，幫助西非國家馬利（Mali）恢復受戰亂破壞的世界遺

產：多貢之地（the Land of the Dogon）。

多貢之地在1989年就被宣布為世界遺產，因馬利境內

的多貢族人（Dogon）將房屋建在班迪加拉懸崖（the Cliff 

of Bandiagara）而得名，他們還建立糧倉、祭壇、集會所

等美麗建築，更存在古老的社會傳統如祖靈崇拜儀式、盛

宴，當然還有人為手工藝品諸如儀式用的面具，讓眾多地

質、考古、民族學的專家感興趣。

多貢人與天狼星傳說

多貢人以藝術才能和天文學的豐富知識著稱。早在幾

千年前他們就發現了天狼星「系」。多貢人不只是知道天

狼星（Sirius），還知道天狼伴星（天狼星B）的存在。傳

說在遠古時代來自天狼星系的高智慧生物來到地球向多貢

人的祖先傳授天文知識，從此天狼星B這顆繞行天狼星A

的小星球便是多貢人神聖的信仰基礎。

族群間爭執與內政不穩 遺跡多所破壞
多貢之地不只在歷史上因族群間的爭執而受破壞，

2012年起更因為馬利內部政權不穩，北方武裝聖戰組織

（被認為是伊斯蘭國有涉入）不斷升級暴力攻擊，但馬利

卻難以控制各地災情，UNESCO就估算過，多貢之地總計

289個村落大概已有15個被永久破壞。但UNESCO保證，

未來3年內這筆計畫經費將用於恢復「能修復」的建築，

包含傳統房屋、糧倉和部分大型遺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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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門世界文化遺產的千年古城—沙那(Sanaa)舊城區以及西非馬利的世界遺產—多貢之地(the 

Land of the Dogon)，都遭受極端氣候及戰禍的肆虐而面臨即將崩毀的命運。對於這些貧窮國家的百

姓來說，要費心費力維護古蹟家園，恐怕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紛紛向聯合國求助。

世界遺產的崩毀．聯合國也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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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防止新冠肺炎的飛沫傳染，義大利許多餐廳

就「重啟」利用了牆壁上設置的小通道--「遞酒

窗」，透過牆壁與客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直接從「遞

酒窗」向顧客點餐、送出紅酒和咖啡飲料、餐點，同時也

在這個窗口進行結帳。

源自13世紀的歷史小窗
「遞酒窗」或稱「酒窗」（英：Wine Window；義：

Buchette del Vino）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紀文藝復興時

期，當時擁有葡萄園的大戶人家會在大門旁邊鑿出一個

小窗，好向工人階級出售剩餘的葡萄酒。這些小窗面向街

道，窗內就是大戶人家的酒窖，要買酒的話只要敲敲窗

戶，把空的酒瓶遞進去，裡面的酒窖工人就會把酒瓶灌

滿，然後就銀貨兩訖，當場結帳。

17世紀黑死病蔓延的時期，當時約有30％至60％的歐

洲人口死於黑死病，義大利有100萬人因此失去生命；這

種「遞酒窗」，就成了買酒的最佳途徑。大家都透過「遞

酒窗」，來進行交易，方便又安全。

原本「遞酒窗」在義大利人的生活裡，因為失去功

能而逐漸被大家淡忘，沒想到在3百多年後的21世紀，封

陳多年的「遞酒

窗」，再度重新

啟用。但「遞酒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義大利重啟了17世紀人們用於防疫的「酒窗」，成為餐廳在社交

距離措施下，傳遞飲料和食物給客人的創意方法。因應疫情需求減緩，義大利及法國將削減葡萄酒

產量，以提高價格。

窗」的功能，已經不再限於購買葡萄酒，舉凡咖啡、雞尾

酒、冰淇淋、威士忌⋯⋯，以及各式餐點，都可以透過

「遞酒窗」來傳遞。

義法兩國打算削減葡萄酒產量，以提高價格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葡萄酒銷售，連帶酒窖庫存爆量，

世界兩大生產國義大利、法國正打算在即將到來的收成季

中削減葡萄酒產量，以提高價格。

由於封鎖措施造成遊客銳減，義大利今年國內紅酒需

求預計將下滑近1/3，外銷也下降，旅館、餐廳及酒吧也

停業長達數月，葡萄酒商擔憂今年虧損可能將達約10億歐

元，占總銷售額的9％。

根據羅馬當局的計畫，義大利紅酒產量將較去年減

產約5％。義國政府為此匡列1億歐元（1.19億美元）的經

費，以補償丟棄15％至50％葡萄的商家。

葡萄酒大區托斯卡尼（Tuscany）也斥資600萬歐元，

以助酒商建造更多儲酒空間，但托斯卡尼葡萄酒商協會會

長波利尼表示，許多酒商寧願丟掉葡萄；光是該區上次收

成季期間採收的多餘庫存，就可釀成約200萬瓶酒。

儘管法國尚未制定補助方案，但香檳區本月開始採收

的葡萄量也減少。香檳酒莊聯盟（UMC）表示，希望今年

的最高產量比去年下降40％。

法國香檳公會（CIVC）估計，今年將有多達1億瓶香

檳酒面臨滯銷，整體營收將蒸發17億歐元以上。CIVC的

數據顯示，目前香檳酒窖中貯藏超過10億瓶酒，相當於好

幾年的銷量。

巴黎與羅馬當局已撥出一筆費用，以助酒商將過剩的

葡萄酒加以蒸餾，成為消毒用酒精和香水。華

因應疫情
義大利重啟「遞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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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買酒的話只要敲

敲窗戶，把空的酒瓶

遞進去，裡面的酒

窖工人就會把酒瓶

灌滿，然後就銀貨兩

訖，當場結帳。

Variety 世界萬象



 s

歐
洲議會在2018年底通過一項法條，歐洲聯盟所有成

員國將禁止使用包括吸管、塑膠餐具等一系列一次

性塑膠製品，以遏止海洋汙染。最快在2021年夏天之前，

歐盟國家的市面上就看不到這些塑膠製品。

一次性塑膠回收是失敗機制

一次性塑膠成為污染源，原因是傳統的一次性咖啡杯

是用紙和塑膠製成，紙和塑膠必須分別回收，但是很難從

紙分離出塑膠薄層，很難回收再利用，因此環保倡議者認

為一次性塑膠回收是失敗機制，隨著政府逐步限制一次性

塑膠容器，愈來愈多企業想辦法找替代品。

英國麥當勞2021年將進行可重複使用塑膠杯實驗
要減少塑膠，可重複使用的杯子是唯一解方。因此，

速食龍頭麥當勞（McDonald's）將於2021年在英國啟動了

一項領先速食業界的環保計畫，測試一項回收機制，看看

能否有效減少使用一次性熱飲杯，且與Loop合作，即使塑

膠容器，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麥當勞將提供一次性熱飲杯，也提供可重複使用的塑

膠製杯子和蓋子，消費者只要使用後將容器放在指定回收

點就好，選擇重複使用杯子的顧客將支付少量押金，如果

將杯子留在店裡，可將杯子放到循環箱，並取回押金，也

可以用完後將杯子放到Loop的指定地點，如Tesco超市。

麥當勞全球永續部門副總裁Jenny McColloch表示，如

果結果顯示能夠順利運作，將進一步拓展到碳酸冷飲、冰

炫風，甚至漢堡、薯條等所有產品都可能使用可重複利用

容器盛裝。

Loop開發可重複使用包裝並回收清洗
Loop是個電商平台，是寶潔、聯合利華、雀巢、百事

可樂等世界最大消費品公司合作開發可重複使用的包裝新

系統。這次麥當勞加入Loop陣營，成為Loop的第一家食品

企業夥伴，麥當勞即將提供的可重複使用塑膠杯，就是與

Loop合作測試。除了開發可回收熱飲杯，Loop 將負責容

器回收與清洗作業。據稱 Loop 的清潔系統已經與美國化

工能源公司 Ecolab 合作開發，以消毒每個物品，因此每個

杯子每次使用前可與一次性杯子一樣安全衛生。

麥當勞在美國賣出8億2,200萬杯咖啡
《餐廳商業》（Restaurant Business）報導，2018年，

麥當勞在美國賣出8億2,200萬杯咖啡，就算有回收，也代

表這麼大量的紙杯製造出來後，只被使用一次就丟掉了。

Loop執行長Tom Szaky表示：「不管是耐用性或是一次性

產品，一個產品最大的環境成本就是它被製造出來的時

候。」即重複使用越多次，更環保，因此，麥當勞新的杯

子被設計成可以至少使用100次。

過去，眾多大品牌紛紛祭出自帶環保杯享折扣，呼籲

消費者做環保，然而實際實行的人還是少數，而Loop的

「處處可丟」模式，即兼顧一次性使用的便利性，同時採

取可重複使用的循環模式有存在價值，畢竟提供可重複使

用的杯子再回收，總比隨身攜帶環保杯更方便。

在英國，大多數麥當勞已有回收紙杯，將使用過的杯

子送至回收中心，去除塑膠襯裡，回收紙類。但提供多次

可重複使用的杯子對環境的影響更小，採行環保策略有助

企業形象，也能因應隨之而來的禁塑運動。華

 s

2021年初，麥當勞將在英國一些門市測試一項環保計畫，想要點熱飲的顧客，能夠選用麥當勞

提供的可重複利用塑膠杯子盛裝飲料，在店裡用餐完，可以直接把杯子放進店內專門回收這種容器

的箱子裡；如果是外帶顧客，超市等其他場所也有回收箱子。麥當勞合作的環保平台Loop會前往收

取並並清洗，再返還門市重複利用。

英國麥當勞實施
熱飲杯再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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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雖然大家對新疆的印象是一大片沙漠，

但實際上因為新疆地大物博，面積占整個中

國大陸的六分之一，因此有很多豐富多彩

的地形地貌。北疆的烏爾禾魔鬼城，和布爾

津五彩灘就是值得探訪的特殊地貌，非常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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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錦｜圖‧文魔鬼城
與五彩灘

北疆的特殊雅丹地貌

魔鬼城裡看不到盡頭

的駱駝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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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搭乘下一列觀光列車，前往下一個景點。因我們是

團體遊客，搭乘22人座包車，省卻了排隊等車的麻煩。

我們參觀的第一個景點是「油井」，因此處地下蘊藏

有豐富的石油，早先還沒開放觀光之前，是一處油礦產

區，因油礦開採得差不多了，才開放成為觀光區，特地保

留一些開採石油的設備給遊客參觀。我們參觀的第二個景

點是「獅身人面像」，這裡可以看到一處很像埃及的獅身

人面像的大石頭，山脊是獅身，正面像極了人面。在獅身

人面像景點，也可看到附近很多不同形像的奇岩怪石，有

的像洪鐘，有的像磨菇，有的像巨乳，有的像古堡，像什

麼要靠個人的想像力。景點裡的衛生間為了不破壞景觀，

烏
爾禾魔鬼城位於新疆準噶爾盆地西北邊緣的佳木河

下游，距離克拉瑪依市一百公里。這一處獨特的雅

丹風蝕地貌，當地維吾爾人稱之為「沙依坦克爾西」，意

思是「魔鬼城」。因地處風口，每當風起時飛沙走石天昏

地暗，氣流穿梭迴旋在奇岩怪石間，發出尖厲的聲音，有

如鬼哭神號，在昏暗的夜晚，情形更令人寒膽，因而被稱

為魔鬼城。

魔鬼城呈西北、東西走向，長寬各約5公里，面積約

為1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公尺左右。因地形位置特殊，

四季狂風不斷，經過千百萬年來風雕雨蝕，地面形成深

淺不一的溝壑，裸露的石層被狂風雕琢成奇形怪狀，遠

眺很像是中世紀歐洲的一座古老大城堡，大大小小的城堡

林立，高高低低參差錯落，奇形怪狀，有的形似古堡，有

的狀如怪獸，千姿百態，充滿神秘色彩。許多電影都來此

拍攝外景，像著名導演李安的奧斯卡得獎影片《臥虎藏

龍》，和大陸熱門電影《七劍下天山》都是。

我們一早八點多從奎屯市出發往克拉瑪依市方向，約

中午十二點到達克拉瑪依北邊約一百公里的魔鬼城景區入

口，為了趕時間，導遊徵得大家同意後，決定先遊覽，然

後再去吃午餐。進入景區後，一般遊客搭乘有三節車廂的

火車頭觀光車，前往各個景點。到景點後，先下車觀賞，

▲魔鬼城的獅身人面像。

▼烏爾禾「魔鬼城」的駱駝隊伍。   



都偽裝成與當地地貌一樣，不仔細查看標示找尋，真還不

知道那裡是衛生間呢 ! 離開衛生間不遠的地方有一批真駱

駝，是讓遊客感受魔鬼城從前駱駝商隊經過的景像，也是

供遊客騎駱駝觀賞魔鬼城之用，但要另外收費。         

我們的第三個停留的景點是「七劍下天山」，這裡是

電影《七劍下天山》的拍攝地，景區複製了許多電影裡的

角色騎著馬奔馳在沙漠山丘之間。還有一處是供遊客騎上

去拍照之用，但沒有另外收費。這部電影因為沒有看過，

因此不是很清楚這些角色人物是誰? 但爬上這個景點的小

丘上，可以俯瞰整個魔鬼城的全貌，可以看出鬼斧神工的

雅丹地貌形成的原因，嘆為觀止。

第四個停留的景點是電影《臥虎藏龍》、《英雄》的

拍攝處，景區特別製作了電影裡的一些經典場景，讓遊客

宛如處身於電影裡的感覺。臥虎藏龍裡的駱駝商旅隊伍被

複製在這裡，長長的雙峰駱駝雕塑排成一長列商隊，從前

頭看不到後頭。

這時已經是下午二點多，因為大夥兒還未吃午餐，我

們只好結束對魔鬼城的造訪，搭車離開景區，前往附近的

一處餐廳用午餐。午餐之後，我們又搭車趕往下一個景點

布爾津「五彩灘」。

▲黃昏時的布爾津五彩灘遊客絡繹不絕。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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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雄》拍攝地。 

▼魔鬼城景區裡的衛生間偽裝得與天然景區一樣。



彩，色彩斑斕美麗，蔚為奇景。

我們趕在黃昏之前進入五彩灘風景區時，河岸旁的觀

景台與木棧道兩旁已經擠滿了人潮，很多攝影愛好者都已

經架設好腳架，放置好攝影機或攝像機，準備拍攝五彩灘

的黃昏景色。我們先爬上五層的觀景台，俯瞰整個五彩灘

的全景，接著沿著景區建設好的木頭步道，前往細看各種

不同顏色的地質奇觀。

我們在五彩灘停留了一個半小時，一直等到晚上七點

半看到五彩灘的黃昏美景，在夕陽西下之後才搭車離開，

趕往當晚要入住酒店的布爾津，趕到布爾津友誼峰大酒店

用晚餐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半了。全天的行程雖然很趕，

但是回想起來所見到的美景，總感覺非常值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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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烏爾禾魔鬼城趕往布爾津五彩灘，車程大約三個多

小時。我們下午三點多從魔鬼城出發，在下午六點多趕到

五彩灘。在新疆的下午六點多，天還很亮，大約要到晚上

八點才會黃昏，我們到五彩灘就是要趕上看黃昏的景色，

想想五彩繽紛的彩色河灘，在黃昏夕陽的斜射之下，會散

發出怎樣的七彩景像。

五彩灘黃昏的七彩景色

五彩灘位於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的布林津縣境內，距

縣城布爾津24公里，就在碧波蕩漾的額爾齊斯河河岸上，

河岸岩層因抗風化能力強弱不同，輪廓出現參差不齊的

現象，而岩石含有的礦物質不同，又幻化出各種不同的色

彩，因此得名為「五彩灘」，與河對岸的蔥郁青翠風光完

全不同，兩岸遙相輝映，成為「一河隔兩岸，自有兩重

天」的不同風景。

五彩灘風景區位在額爾齊斯河北岸，河岸山勢起伏，

顏色隨著地質不同而變化，其形狀是由激烈的流河侵蝕切

割，以及風吹雨打的侵蝕作用而形成。由於河岸岩層間地

質抗風化能力的強弱程度不一而形成了參差不齊的輪廓，

尤其是在落日時分的陽光照射下，岩石的顏色多變，色彩

以紅色為主，也呈現有綠、紫、黃、白、黑及其他過渡色

▲五彩灘「一河隔兩岸，自有兩重天」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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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華商會會長馮銳彬致力於「從種子到解決方

案」，提供全球最先進的農業種植技術。利用潛在

的AI技術和農業生物技術。以大數據為主導，引進荷蘭溫

室科技專業公司Certhon、飛利浦Philips全面採用智能化進

行室內或半室內種植技術方案。從根本上改變現時中草藥

和超級健康食品的種植方式，提供最安全365天高質量、

高產量、無農藥和化學污染的營養食品及中草藥。

利用高科技精準控制種植，可持續生產高質量草藥植

物，透過中藥材品質標準的研究和鑑定，與傳統的地面種

植藥材比較，顯示有更高的藥用有效成份和品質，更重要

是不受農藥、重金屬和化學污染。這種高科技種植方式，

將成為中國傳統醫學和中草藥可持續性發展的新趨勢。

高科技室內種植中草藥

中國已經有數量不少以傳統方式種植的草本類草藥植

物，因種植環境受農藥、重金屬、化學品的污染，低產

量、低質量、低藥效成份等問題，達不到中國國家藥典標

準，同時因此受歐美國家禁止進口。  

因此，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已公佈2020年版國家

藥典，嚴格制定中藥材重金屬、殘留農藥、真菌毒素等對

人體有害物質的管控。

近年外國多家大學和科研機構對 TCM中國傳統醫學

和植物草藥進行深入研究，發現很多中草藥的藥性功效

特出，療效高且副作用少，甚至沒有副作用。只有運用 

Indoor Farming 室內種植技術，在不受季節限制種植的草

本藥植物，可以達到零污染、高產量、高品質、高藥效、

統一品質和更符合安全標準。

可運用高科技種植的珍貴中草藥

鐵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鐵皮石斛的主要成份具有抗腫瘤活性和抑制癌細胞活

性的作用，對腫瘤有顯著的預防和輔助治療作用，調節和

增強機體免疫功能、促進胰島素分泌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

泌達到降低血糖、改善糖尿病患者多元醇代謝異常、延緩

衰老、降低心率和血壓、抗白內障、平衡內分泌等功效。

鐵皮石斛生長於高溫多濕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喜溫

暖、濕潤及陰涼的環境，生長期年平均溫度在18∼25℃ 之

間，空氣相對濕度以80％ 以上為適宜。在光照過強或過

弱、氣溫過高或太低、栽培基質保水性差的環境則不宜生

長。

運用尖端室內智能技術控制的模擬生態種植環境，施

用精準的LED光譜配方、二氧化碳配方、水源EC和pH處

理、溫度、濕度和養份的精準控制，可以令到石斛的培育

週期縮短達百份之五十。

高品質和高藥效成份的鐵皮石斛可直接食用或加工烘

乾成石斛楓斗，符合藥物標準和藥典的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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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引進高科技室內種植

中草藥零污高效新時代
荷蘭華商主導利用高科技溫室種植技術，開拓溫室TCM中草藥園，全年 365 日全天候種植有保

健養生和治療效果的中草藥，同時有效排除重金屬、農藥殘留及真菌毒素等污染問題，引領中醫藥

走向新時代國際市場。

▲鐵皮石斛。



金銀花（Lonicera	japonica	flos）		

金銀花是常用名貴中藥材之一，具有清熱解毒、通經

活絡、廣譜抗菌及抗病毒等功效，70％ 以上的感冒、消炎

中成藥中都含有金銀花，具有「中藥抗生素」、 「綠色抗

菌素」之稱。金銀花能降壓、降低血清膽固醇、增加冠脈

血流量、預防冠心病和心絞痛、抑制腦血栓形成，提高人

體耐缺氧自由基、增強記憶、延緩衰老、改善微循環、清

除過氧化脂肪沉積、促進新陳代謝、潤膚祛斑，同時具有

疏熱散邪，對抗外感風熱、熱毒痢疾和咽喉腫痛等功效。

近日最新通過臨床試驗證實，金銀花湯劑中的微核糖

核酸miRNA MIR2911可通過飲用被人體有效吸收，並在

體內有效抑制新冠病毒複製，加速新冠患者轉陰，表明金

銀花湯劑治療，將會極大地幫助治癒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

者，並能夠防止COVID-19大流行。 

    

冬蟲夏草（Cordyceps	sinensis）		

冬蟲夏草是中國傳統的名貴藥材，分佈於西藏、青

海、四川、甘肅、雲南等地，具有特殊的藥理作用和功

效。根據臨床研究報導，冬蟲夏草具有抗菌，免疫調節，

抗癌，抗炎，增強肝功能，提高腎上腺皮質醇含量，抗心

律失常，抗疲勞，祛痰平喘，鎮靜催眠等多種功效。冬蟲

夏草因為有很高的藥用價值，野生環境的產量受市場需求

導致人為過度採摘，自然生長環境遭受破壞，成為極度瀕

為物種，因此市場價值很高。

冬虫夏草可以施用現代精準高科技進行培植，人工栽

培過程主要是準備菌種和蝙蝠蛾幼蟲两個需要具備的重要

條件，同時配合以下培植技術。

．從自然界採集優良的純冬蟲夏草菌種，經過分離培

養，蟲草菌進行有性型變化過程需濕度與温度變温緊密配

合以達到複雜的生理變化。

．冬蟲夏草的寄生主體蝙蝠蛾喜愛生長在潮濕、低

溫、陽光充足、排水良好的地勢和地貌上。

．控制蝙蝠蛾幼蟲在浸染蟲草菌的過程至關重要，最

難掌握，幼蟲難以感染或容易死亡。

．利用AI 技術模擬原產地的生態環境，即在海拔

3500∼5000米高山上所具備的溫度、濕度、光照、土壤和

植被等條件。

冬蟲夏草適合一年四季室內人工培植，在培植不同生

長期中的溫度調控在攝氏12∼25℃最適合，培植沙土濕度

60％，空氣濕度75∼95％，施以相等於低、中度太陽光的

光譜照射，蟲草菌屬偏酸性真菌，最佳培植於ph 5.0∼6.0 

偏酸的環境，精確劑量的碳、氮源和無機鹽；培植需要配

合各項核心技術要求。

高科技農業種植技術，帶領中藥走向國際市場

現今國際中藥市場，日本和韓國所佔份額高達80％∼

90％，日本中藥製劑的生產原料有75％ 是從中國進口。日

本佔據目前全球90％ 的中藥市場銷售份額。令人尷尬和惋

惜的是，中國作為中草藥的發源地，今天中國大陸只拿到

世界草藥銷量的2％ 份額。

中國中藥材資源非常豐富，是中國的巨大天然寶庫。

在此龐大的中藥市場中，利用生物科技和創新技術，代表

中藥材製品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將能推動現代中醫藥的發

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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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花。

▲冬蟲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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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皆為自心映照，一切始於心、終於心，凡事皆心

起。

——日本航空名譽會長、稻盛公益財團理事長/稻盛和夫
他被譽為「經營之聖」，事業高峰時出家為僧。2010

年以78歲高齡出山，接手破產重組的日本航空公司，轉虧

為盈。他認為人生是磨練靈魂、心靈的道場。因為心懷善

念、行善舉，命運就朝向好的方向轉變。

樂觀，提升自己免疫力；積怨，對自己二次傷害；利

他，受益最多的是自己。

——作家、醫師/洛桑加參
樂觀、懂得轉念的人，可以轉病為福，因為他們體內

有較多的輔助T細胞（Helper T Cells），它是一種在人體免

疫反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淋巴細胞。

領導，從信任開始；信任，是領導人讓員工充分發揮潛

能和力量的資本。

——領導聯盟創辨人/安妮．莫里斯
真誠、邏輯和同理心，是強化信任的三種核心驅動

力。

  

想在新經濟時代獲得成功，首先要展現快速應變的敏捷

力。其次，要培養持續精進的躍競思維。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他在元智大學畢業典禮表示：要跟上時代腳步，因為

世界變化太快，隨時都要調整腳步，尋求改變與進步，如

果腳步稍慢馬上就會被淘汰。未來找工作也要挑選優質的

公司，找能跟上世界腳步的產業。

真話和真藥一樣重要，醫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

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他第一個披露「人傳人、

要隔離」的重要信息，有效控制疫情的更大蔓延，獲頒

「共和國勳章」。他說：當事實和權威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當然首先尊重事實，而不是尊重權威。

深度創新，是突圍後疫情時代的轉機。

    ——中央研究院院士、前副院長/陳建仁
面對疫情的防範，他認為證據比玩政治更重要。

動心是一種緣遇，用情是一種修行。

——台灣大學教授、作家/蔡璧名    
在情愛的路上，任憑自己跟著感覺走。

因為被需要，所以幸福。

——日本作家/小松成美
一個人能從事感興趣、有存在價值的工作，才能對

工作引以為傲。

中國的高科技，從「彎道」超車，轉為「換道」超

車。

——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
過去十年，中國的高新科技，都是彎道超車，領先

美國；如今，美國在晶片等領域限制中國，刺激中國換

道超車，爭取更早抵達幸福驛站。



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市場化的平台和國際化的舞

台。

    ——中國副總理/劉鶴
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城市成為市民，是消除二

元結構的根本出路。城市化派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

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依

托。

河流不會喝自己河裡的水，陽光不會照在自己身上，

為他人而活是大自然的法則。我們都是天生出來要互

相幫助的。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不管環境有多困難⋯⋯你快樂時，你的日子就是美

好的，當別人因為你而快樂時，你的日子就會更好。

「完美」難以觸及，但追求完美的過程能使你變得卓越。

——美國知名足球教練/ 文斯．隆巴迪

藝術重在創作，劇本可以改編，歷史不能改寫。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辦人/丁楷恩
近期某電影爆紅，但故事爭議不斷；電影是多元的

綜合藝術，製作應尊重編導，但故事的真相，應該絕對

尊重歷史。

別擔心你的作品被抄襲。該擔心的是，他們不再想

抄襲你。

——網站設計師/杰夫．齊曼

閱讀使人知識淵博；談論使人處事機敏；寫作則使人判

斷精準。

——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

領導人要意識到問題，「傾聽」是建立同理心的第一

步，沒有同理心是無法發現問題的。

——史丹福大學前校長、谷歌母公司Alphabet 董事長/漢尼斯
當你覺得最苦的時候，那正是你磨練意志、鍛鍊體魄的

最佳時刻。

——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

懂得感恩，才能明白快樂的意義；懂得感恩，才不容易

被外在的困難、阻力打倒。

——昇恆昌集團堇事長/江松樺   

感恩可以增加幸福感及正向的情緒，減少不開心和沮

喪感。

沒有公共健康，就沒有經濟健康。

——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教授
他形容，病毒就像火，當全球發生新流行病時，上上

之策即是一開始就要終結它，否則將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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