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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度分工的國際供應鏈，每個環節都環環相扣，2020年新

高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後，國際供應體系備受衝擊，只

要鏈上少數成員因黑天鵝事件干擾停產或限產，就可能導致整
個供應體系的癱瘓。這些擾亂全球供應鏈的黑天鵝，如同不定
時炸彈一樣，隨時都會讓全球生產及供應鏈陷入另一個危機。
新冠疫情自去年蔓延全球，歷經各國封城、國際旅遊隔離
限制，到疫苗的生產與接種，一年後歐美部分國家已準備解封
和放寬防疫封鎖，但原本疫情已經緩和的亞洲國家，卻自今年
三月起，從印度迅速惡化，到台灣、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
陸續陷入疫情再起，成為第一隻黑天鵝。
蘇伊士運河的長榮海運塞船意外，導致世界上最繁忙的航
道被迫癱瘓，不僅衝擊全球的貨運運輸，還影響著國際油價、
運價與民生必需品等，每小時的貿易損失就高達4億美元。塞
船危機解除後，諸多後遺症才剛開始，從消費者口袋、全球供
應鏈，到金融市場，恐怕都難逃影響，嚴重衝擊全球貨櫃船運
和世界經濟，成為第二隻黑天鵝。
美國汽油輸送「大動脈」遭網絡駭客攻擊勒索事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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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級且危險的駭客勒索威脅正在惡化、迅速蔓延，並危及企
業、學校、醫院和其他機構。美國前國土安全部最高網絡安全
官員在國會就勒索軟體作證時表示：「我們即將迎來一場全球
數位疫情，推動這場疫情的是貪婪、一個脆弱的數位生態系統
以及不斷擴大的犯罪產業。」網路犯罪成為第三隻黑天鵝。
台灣發生56年來最嚴重乾旱、電力供應不足及疫情肆
虐，在在都威脅到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目前全球半導

鵝。本期【封面故事】以「全球供應鏈的黑天鵝」刊出五篇有
關的報導給大家參考。
其他的專欄【特別報導】、【財經訊息】、【產業風
雲】、【全球視野】、【世界萬象】、【神州大地】、【華商
觀點】、【嘉言集】也都有很豐富精彩的內容，請大家自行參
考。做為一本全球華商之間緊密聯繫與溝通的刊物，我們已經
連續出版了五十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們謹在此向所
有支持本刊的機構、企業、個人與讀者，致上最深的謝意 !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370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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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世界地圖」！
南冰洋成為地球第五大洋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這天宣布，南冰洋（Southern Ocean，又稱南大
洋）正式成為地球上除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外的「第五大洋」。
往世界主要認定地球上有著七大洲、四大洋，其中

過

其面積大約2032.7萬平方公里，海岸線長度為1萬7968公里

四大洋分別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的一個獨立的大洋，成為五大洋中小於太平洋、大西洋和

而位於南極洲的南冰洋，以往都被認定為是其他海洋的延

印度洋，但大於北冰洋的第四大洋。

伸，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在6月8日

60度是高緯度的起始線，恰好所有國家在這條線以南

正式宣布，表示南冰洋（Southern Ocean，南大洋）可以列

都沒有領土或領海，因此南冰洋是貨真價實的國際公共海

入世界五大洋之一。

域。
國家地理學會地理學家泰特（Alex Tait）表示，其實

南極洲環流‧獨特生態孕育特有棲息地

南冰洋的獨特早就獲得科學家的認證，但國際社會一直沒

根據《國家地理學會》報導指出，美國國家地理學會

有達成共識，所以國家地理學會過去也沒有正式的承認

自1915年開始繪製世界地圖，當時就將太平洋、大西洋、

過。目前既然將南冰洋列入五大洋之中，之後也會逐步修

印度洋、北冰洋列為世界四大洋。但科學家近年來針對南

改一些相關的教材，給予重新的定義與身分，其中也包含

極水域進行深入研究，發現南冰洋與其他大洋的不同之處

一些兒童教材。

在於，這片水域並非與其餘四大洋一樣是透過「陸地」來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科學家博迪

進行定義，而是因「南極洲環流」（Antarctic Circumpolar

（Seth Sykora-Bodie）透露，儘管到過南大洋的人難以言

Current）洋流所定義，範圍約在南緯60度左右，這也是南

喻它的迷人之處，但都同意那裡的冰川更藍、空氣更冷、

冰洋的北界。

山脈看起來更令人感到震撼，映入眼簾的景色比任何去過

南極洲環流是環繞南極洲由西向東的洋流，在其邊界

的地方都更加動人。

內，海水變冷、鹹度降低，把溫暖海水和南極洲隔開，使
得南冰洋的生態如此獨特，為上千種物種孕育
出了獨特的棲息地。因此學界決定把該片
水域獨立出來。

海洋是重要食物來源和世界經濟主要
驅動力
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宣布南大洋
是第五大洋的目的，是希望提高人

南冰洋是國際公共海域

們多認識海洋及地球上生命的關鍵

國 際 水 文 地 理 組 織

因素。世界海洋覆蓋了地球的70％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以上，產生了地球上至少一半的氧

Organization，IHO） 在2000年定義

氣，是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多樣性的

南冰洋為以南緯60°為界，從這條線
以南直到南極洲的海域，都算南大洋，

家園，聯合國表示，海洋是重要的食
物來源和世界經濟主要驅動力。 華

第五十期∣2021∣華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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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全球生育率搶救大作戰
全球各國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九個月後，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出生率都大幅下滑，反映
新冠疫情已拖累人口成長，讓國際經濟的前景面臨嚴峻挑戰。
國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4月公

美

內政部的數據指出，台灣2020年只有16萬5249個新生兒，

布2021年全球生育率預測報告，預測生育率倒數5

創歷史新低，同時也是首次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人口

名皆在亞洲，台灣更是墊底。

首度負成長的年份。而今年第一季（1月至3月）的新生兒
出生人數僅3萬4917人，比去年同一時期減少13.6％，數字
再次探低。

預測生育率倒數5名皆在亞洲
美國中情局預測全球227個國家及地區的生育率，

專家表示，如果台灣出生率繼續下降，可能將阻礙經

其中排名前5均為非洲國家，由西非國家尼日（Niger）

濟成長，社會安全網絡將出現挑戰。並指出許多台灣女性

搶下第一（6.91），中非的安哥拉（Angola）位居第二

白天必須工作，晚上還得處理家務，這也是台灣總體出生

（5.9），中非剛果（Congo）位居第三（5.7），西非的馬

人口難以增加的其中一個原因。

利（Mali）位居第四（5.63），中非的查德（Chad）位居
第五（5.57）。（註：括弧內為每名15歲至45歲具有生育

沒錢沒樓工作忙‧過半港人不想生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受到關注，然而出生率持續偏低。

能力的女性，平均每人出生之小孩數字。）
至於生育率預測的最後5名，亞洲地區國家及地區榜

香港婦聯4月份就港人生育意願展開調查，共訪問逾1200

上有名。從223名開始排序，依序為香港（1.22）、澳門

名市民，56％受訪者表示不願生育，當中主要因為房屋、

（1.21）、新加坡（1.15）、南韓（1.09），台灣（1.07）

經濟及社區支援不足所致。調查團體提出八大建議，促港

更是在全球吊車尾第227名。

府修訂各項家庭友善政策，加快互助幼兒中心轉型，並讓
有子女家庭優先輪候公屋或居屋，提升港人生育意願。

2021年生育率預測「台灣全球最低」
美國CIA公布預測，台灣將成為2021年預估生育率最

美國2020年新生兒人數探40年新低
根據美國CDC轄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低的國家，生
生育率

育率僅1.07。
這是台灣繼

Rank

Country

2020年死亡人

218

Japan

1.38

2021 est.

219

Bosnia and
Herzegovina

1.35

2021 est.

22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1.34

2021 est.

221

Montserrat

1.31

2021 est.

新生兒數量新

222

Puerto Rico

1.23

2021 est.

共同作者漢彌爾頓指出，該數據可能也低於更早之前家庭

低紀錄後，再

223

Hong Kong

1.22

2021 est.

規模較大的時代。隨著女性晚婚和延後生育，多年來美國

224

Macau

1.21

2021 est.

225

Singapore

1.15

2021 est.

世界「最低」

226

Korea, South

1.09

2021 est.

期特別明顯。根據美國非營利統計機構「人口資料局」

的排名。

227

Taiwan

1.07

2021 est.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提供的早期數據，1929年

數首次超過出
生人數並創下

進一步拿下全

依據台灣

4

Date of
Information

for Health Statistics）提供的數據，2020年美國新生兒人數

children born/
woman

資料來源：美國中情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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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前一年減少4％，降至約360萬人，寫下連續6年下滑，
並已落到1979年以來最低水準。
總生育率（婦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數）跌至
1.64，是1930年開始追蹤這項數據以來最低紀錄，該報告

新生兒人數呈現下降趨勢。這種情況在經濟成長減緩時

美國股市崩盤後，1936年新生兒人數創下史上最低紀錄。

研究人員指出，晚婚、高教育水準、較先前世代同齡

中國總人口共14億1,178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

時更不放心財務情況，可用以解釋該族群生育率何以降

口普查數）的13億3,972萬人相比，增加7206萬人，增長

低。儘管如此，美國生育率仍高於日、德等已開發國家。

5.38％，年平均增長率為0.53％。但是，相比2000年到
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分點。數據表

日本未滿15歲兒童人數‧連續40年下滑

明，中國大陸人口十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

此外，日本在美國CIA公布預測中排名第218名，生育

此外，六十歲以上人口占了二億六四○二萬人，占

率1.38，也是倒數第10名。依據日本政府最新數據顯示，

18.7％。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 表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

截至4月1日，日本未滿15歲的兒童人數為1,493萬人，不

將逐年緩慢減少，老齡化已成為今後一段時期中國的基本

僅連續40年下滑，也改寫1950年有這項數據以來的最低紀

國情，經濟結構和科技發展需要調整適應。

錄。兒童占總人口比率同步降至11.9％的歷史新低，連47
年下滑。
日本的新生兒人數今年預期將低於80萬人；截至去年
10月止的十個月裡，懷孕登記數較前一年同期減5.1％；去
年4月日本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後，懷孕數更是銳減。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星野卓也表示，
若目前的趨勢不變，日本總人口數將在2049年時跌破1億

10年來中國人口總量持續增長，約佔全球總人口的
18％，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不過，10年來中國人口繼
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
中國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結果凸顯出全球人口第一大
國不得不比預期時間更早地面對人口挑戰。路透社在報導
中指出，2020年，中國的生育率與日本、義大利等老齡化
社會持平。

人，比原先預估的時間提早四年。星野卓也說：「人口下

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極為嚴重的警告就是，這

滑的步調加快，可能拖累成長並影響日本的財政和社會安

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沒有積累到G7工業國的財富之前就

全網。」

可能已經處於不可逆轉的人口衰退中。中國2017年制定的
人口目標是，2020年全國總人口達到14.2億人左右，生育

歐洲國家新生兒人數也呈現下滑情況

率達到1.8左右。

根據日經新聞彙整的資料顯示，日本、法國和西班牙
等國家的新生兒人數已下滑10％到20％，部分地區的減幅
甚至更大，顯示生育率普遍下降的速度正在加快。

人口老齡化預計將對中國儲蓄構成主要消耗
華爾街日報報導也指出，中國的人口狀況在很短的時

許多歐洲國家的新生兒人數也呈現下滑情況，例如義

間內就發展成為中國政府在經濟層面首要關注的問題。過

大利去年3月成為歐洲首個因疫情封城的國家，而去年12

去幾年，中國領導人忙於應對其他一些問題，例如不斷攀

月新生兒人數即較前一年同期銳減22％。西班牙1月新生

升的債務、中美貿易戰以及對曾經放任發展的私營部門加

兒人數下滑20％，法國減少13％，創該國1975年以來最大

以約束，因此很大程度上對人口問題採取拖延態度。

跌幅。

但當下，中國政府需要正視未來長期的人口發展隱

戰爭、經濟蕭條和自然災害過後往往會出現嬰兒潮，

憂。中國東北「鐵鏽地帶」存在養老金缺口，已迫使中央

但專家擔心新冠疫情並不會出現類似模式。專家擔心，如

政府要求國有企業以及南方那些經濟更富裕且人口結構更

果出生率繼續降低，這些經濟體可能無法維繫經濟成長，

年輕的省份來幫助解決養老金問題。

也難以支撐社會安全網。

人口老齡化預計將對中國儲蓄構成主要消耗。目前正
值中國向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型之際，擔憂養老

中國總人口逾14.1億‧人口保持低速成長
中國國家統計局5月中旬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

的老年人很可能變得不願意消費，而且這些老年人通常只
有一個孩子能幫助他們養老。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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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疫苗觀光．刺激旅遊業復甦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預測，全球航空乘客人次有望谷底反彈，到2023年料將回到2019
年高點。此外，歐盟也將於7月1日推出「歐盟健康通行證」，以方便歐盟成員國公民在歐盟境內
自由移動，期望藉由推行健康通行證，以重啟今年的夏季旅行，以恢復經濟。日本也將推出「疫苗
護照」，希望能藉此促進商務旅行和其他經濟活動。此外，俄羅斯及美國開放、甚至鼓勵「疫苗觀
光」，凸顯疫苗已成為多國吸引海外觀光客以振興經濟的工具。
管全球許多地區仍受到疫情蔓延和旅行限制影

儘

10年間導致航空業有2到3年無法成長。

響，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在5月底發表《An

此外，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於 2020 年 4 月進行的一項

almost full recovery of air travel in prospect》預測，全球航空

調查發現，58％ 的近期旅行者表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或

乘客人次有望從2019新冠疫情谷底反彈，今年旅客人次

很有可能將最初的旅行限制在國內旅行。

料將回到疫情危機前水準的52％，明年將升至88％。到了
2023年料將回到2019年高點。

IATA是一個由各國航空公司組成的大型國際組織，
共擁有290家成員航空公司，航班客運量占全球的82％。
IATA主要作用是通過航空企業來協調和溝通政府間的航空

全球旅客人次在2023年升至疫情前水準

政策，並解決實際運作問題。

IATA表示，旅客人次在2023年回升至疫情前水準之
後，到了2020年代末期，每年航空乘客可望達到56億人

歐盟推出「歐盟健康通行證」，歐盟成員國公民

次。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統計，2020年全球航空

自由移動

乘客有18億人次，約是2003年水準。

7、8月是歐洲傳統旅遊旺季，歐洲人一般會在這段時

IATA理事長Willie Walsh表示：「我們正處於史上最深

間開始休假旅行。去年因新冠疫情爆發，許多歐洲國家關

重的危機，但接種疫苗人數快速增加以及檢測進展，將有

閉邊境，導致夏季旅遊旅客量大減。因此，歐盟委員會

助在未來幾個月內還給我們飛行自由。」此外，Walsh力

計畫，將於7月1日起推行「歐盟健康通行證」，以方便歐

促各國政府加快行動，協助恢復航空旅行。他表示，旅遊

盟成員國公民在歐盟境內自由移動。該通行證將包含二維

業是國內生產總值的主要貢獻者。人們的生計受到威脅。

碼，證明其持有人已接種過新冠疫苗或持有核酸/抗體檢測

為避免更大的長期經濟和社會損害，重啟不能推遲。

陰性證明。歐盟委員會期望藉由推行健康通行證，以重啟

IATA預測，從2019年到2039年間，平均旅客人數年成

今年的夏季旅行，以恢復經濟。

長率為3.2％。此外，由於疫情危機導致旅客量減少，將在

依據紅、橙、綠分區限制
歐盟委員會還提出緊急應變措施，若旅客來自疫情
惡化地區，則仍可恢復限制，並且提案「強烈建議」不
要（前往）「深紅色地區」；「綠色」地區則可免於各
種限制。根據歐盟疾病預防管制中心（ECDC）資料，綠
區是14天內通報率低於每10萬人25例、且篩檢陽性率低於
4％；深紅區則是14天內累計通報500例以上的。綠色和深
紅之間還有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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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公布安全旅遊的
「白名單」
歐盟27會員國6月17日公
布更新應取消旅行限制的國
家、特別行政區和其他實體和
領土當局的名單上，包括阿爾
巴尼亞、澳洲、以色列、日
本、黎巴嫩、紐西蘭、北馬其
頓共和國、盧安達、塞爾維
亞、新加坡、韓國、泰國、美
國、台灣、香港、澳門以及中
國，但其中中國須以互惠為前
提。歐盟表示，成員國逐步解
除不必要旅遊入境限制，是這

▲法國6月24日公布入境防疫管制新措施，依各國新冠疫情嚴重程度，劃分為紅、橙和綠區。

項文件最基本的條件。顯示入境時包括是否需持陰性證明

斯加州6月起提供免費新冠疫苗，給從該州四大機場入境

等細項政策仍由各國決定。

的訪客接種；紐約州推動在觀光景點設立疫苗接種站的計
畫，包括設在中央公園、高架公園和布魯克林橋等地。

歐洲健康通行證只是便利入境措施，不代表入境權利

目前，墨西哥等拉丁美洲旅客對來美國打疫苗相當踴

法國在6月4日率先公布入境防疫管制新措施，依各國

躍；歐洲人則因當地疫苗施打進度落後美國，考慮遠道來

新冠疫情嚴重程度，劃分為紅、橙和綠區。法國外交部長

美打一劑者也大有人在。

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明確指出，歐洲健康通行
證只是便利入境措施，但不代表入境權利。

81％國際旅客願意接種疫苗，以便能夠出行
針對歐盟將於7月1日起推行「歐盟健康通行證」，國

日本政府擬定今夏推出疫苗護照

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聲明表示支持接種疫苗旅客不受

根據「日經新聞」報導，日本當局也擬定於今夏推出

限制地旅行。若無法接種疫苗，則應通過免費檢測，實行

「疫苗護照」，為出國旅行、已接種疫苗的國民提供證

免隔離旅行。IATA還稱，將協助各國推出數位疫苗護照。

明，希望能藉此促進商務旅行和其他經濟活動。

IATA對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向接種疫苗的旅客開放邊境
的作法表示讚賞。其在聲明中公佈的數據顯示，已有20多

俄羅斯、美國也開放「疫苗觀光」
世界各地旅遊業者也紛紛組團出國打疫苗，例如到杜
拜接種中國國藥疫苗。美國多州和城市也開放、甚至鼓勵
「疫苗觀光」，凸顯疫苗已成為多國吸引海外觀光客以振
興經濟的工具。

個國家全部或部分取消對已接種疫苗旅客的限制。IATA
稱，這意味著國際旅行正在重啟，數位疫苗證書如IATA
Travel Pass（國際航協旅行通行證）正在發揮作用。
IATA並認為，解除旅行限制是民眾接種新冠疫苗的強
大動力，特別是在疫苗接種猶豫不決的地區。IATA的民調

俄國準備開放「疫苗觀光」，外國旅客可以在俄國自

顯示，81％的國際旅客願意接種疫苗，以便能夠出行。同

費接種國產Sputnik V新冠疫苗。美國一些州和城市也正開

時，有74％的民眾同意接種過疫苗的旅客可不受限制地搭

放、甚至積極招徠外國遊客來接種新冠疫苗，例如阿拉

乘飛機旅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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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News

財經訊息

G7全球稅收協定

避稅天堂面臨考驗
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會議達成協議，宣布一致同意採用「公平稅收分配」及「最低
稅率」雙軌並行的大原則（Two Pillar Global Solution）。其中，課徵全球性最低企業稅，稅率為
15％，旨在促使跨國企業如Google、蘋果、亞馬遜等科技巨頭，繳納更多稅款給受到疫情嚴重衝擊
的各國國庫，也讓低稅率的避稅天堂面臨考驗。
國集團（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

七

公平稅收分配，大型企業以其實際營運地課稅

英國和美國，G7）的財政部長，以及國際貨幣基

協議內容分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公平稅收分

金組織（IMF）、世界銀行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配」。該規則將適用於邊際利潤（proﬁt margin）至少10％

（OECD） 和歐盟於6月4日至5日在倫敦展開正式會談，

的企業，若邊際利潤超出此界線，所屬國可從超標的利潤

討論如何解決數位經濟體系下的各項課稅挑戰；會議中達

徵收至少兩成稅款。也將可能迫使亞馬遜（Amazon）、

成共識，一致同意採用「公平稅收分配」及「最低稅率」
雙軌並行的大原則（Two Pillar Global Solution） ，以應對
經合組織提出的日益全球化和數字化全球經濟帶來的稅收
挑戰。

終結過去30年來競相壓低企業稅競賽
這一措施有望幫助因為新冠疫情陷入債務困境的各國
政府應對危機，同時幫助解決存在已久的大型跨國公司避
稅問題。路透社報導，這類協議的目的是為了終結美國財
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所稱的「 過去30年來競相壓低
企業稅競賽 」，因為各國競相以低稅率吸引跨國企業前往
投資。
此協議，對在疫情後重建經濟卻面對資金緊絀的國

的趨勢，近年續增，使企業能夠避過在其原本國繳納更高
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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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使用費等無形源頭的收入，轉移到較低稅率司法管轄區

0

15%稅率

家，絕對是好消息。跨國企業來自藥品專利、軟體、特許

各司法管轄區的法定公司稅率

數據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60

臉書（Facebook）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巨頭及其他大

此外，英國非政府組織ActionAid去年10月曾表示，臉

型全球企業，依其商品或服務銷售地點向各國納稅，不論

書、谷歌、微軟等大企業在多個發展中國家避稅至少28億

是否在該國有實體營業點存在。

美元。新協議框架將要求他們在提供服務和產品的地方都

KPMG安侯建業指出，具體而言，這些跨國企業的利

要交稅，而不限於進行利潤結算的國家。統一的最低稅率

潤將會依一定的比率被重新分配到實際營運地來課稅。G7

亦可避免各國以低稅率互相競爭。以英國為例，英國的企

相信這將帶來更公平的租稅分配。G7希望以此取代目前部

業稅定於19％，2023年預料會因應抗疫而提高至25％；而

分歐洲國家實施的數位服務稅。但協議具體怎麼實施仍需

愛爾蘭則稅率僅12.5％。協議落實後，英國、愛爾蘭及歐

要各國去談判，並有待各國立法機構通過。

洲國家等針對科技公司的稅項將會被15％新稅率取代。

至少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稅

稅率為12.5％的愛爾蘭有意見

第二部份是「最低稅率」，把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定為

歐盟前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和義大利雖同意設立

至少15％，按國家∕地區計算，無論企業總部位於何處，

15％的最低企業稅率，但不代表歐盟內部不會有出現爭

都必須支付此全球最低稅率，以有效打擊租稅規避。制訂

議。德國和法國等高稅負國家可望受惠，德國的企業稅

最低公司稅率，目的是阻止跨國巨頭公司轉移利潤至低稅

率為30％，法國為26.5％，是全球企業稅率最高的國家之

率離岸地區，促使這些巨頭企業在經營所在國支付更多稅

一。

款。

一些規模較小、過往以低稅率佔取優勢的國家則希望

但各國政府仍能依照其意願訂定國內企業稅率，若企

有更大的自主權，去維持它們的競爭力。其中，稅率較低

業在海外支付較低稅率，其所屬國可以追徵差額至最低稅

的愛爾蘭表明，討論協議時，要視乎國家的發展程度和大

率，以消除轉移利潤的好處。

小，並希望爭取有更有認受性的稅務競爭。
為了完成這項協議，改革將必須得到一些企業稅率低

為何需要創設全球最低企業稅

於15％的小國的批准。其中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是愛爾蘭，

主要經濟體希望勸阻跨國企業，不論在何處獲利，都

因為一些領先的科技和製藥公司的歐洲總部就在愛爾蘭。

把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國家。愈來愈多源自諸如藥品專利、

該國的稅率為12.5％，希望保持這一稅率，以抵消該國在

軟體和智慧財產權利金等無形資產收益，轉移至低稅率國

尋求外國投資時因規模小而帶來的劣勢。

家，容許跨國企業規避在其傳統母國支付較高稅款。
▼G7協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定為至少15％，目的在促使跨國企業如

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直透過在一些低稅率國家設立分
部，並把在全球各地所得的大部分營利，匯到這些低稅國

Google、蘋果、亞馬遜等科技巨頭，繳納更多稅款給受到疫情嚴重衝擊
的各國國庫，同時幫助解決存在已久的大型跨國公司避稅問題。

家，確保自己繳交較低的稅款。

巨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避稅至少28億美元
臉書2018年在英國營利破紀錄達16.5億英鎊下只需交
2850萬英鎊的稅，引發當地政府和輿論不滿。去年4月英
國通過數位營銷稅，強制科技公司按照在當地的收入交
稅，而不計算它們會否把營利轉移到低稅率國家。而法國
政府亦曾就稅收問題與臉書爭論，最終臉書同意向法國補
繳1.06億歐元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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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愛爾蘭美國商會的數據，愛爾蘭以12.5％企業稅

美國眾院籌款委員會共和黨籍領袖、德州眾議員布拉

率吸引數百家美國企業進駐，這些企業在愛爾蘭投資高達

迪（Kevin Brady）則認為，15％的全球稅率，無法阻止企

4,440億美元，聘用的員工超過16萬人。愛爾蘭財政部長

業外移。他說，15％僅約美國預定調高之公司稅28％的一

多諾霍（Paschal Donoho）在提到G7協議的一條推特上寫

半左右，美國還是將出現一波企業外移潮。

道，任何協議都必須滿足小國和大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的需求。

歐盟稅務觀察站6月報告估計，15％最低稅率將每年
額外產生580億美元。拜登政府則預計，新的全球最低稅
收制度可能在十年內為美國帶來5000億美元稅收。

蘋果善用愛爾蘭低稅率，很少繳納超過5％海外利潤稅
在知名跨國公司中，蘋果正是善用愛爾蘭低稅率的公

全球約15國未徵收企業所得稅，是境外「避稅天堂」

司。英國廣播公司曾報導，在2014年之前，蘋果利用美國

目前世界各地的此類稅率差距頗大，研究報告指

和愛爾蘭稅法中的漏洞，將其在美洲以外的銷售，透過愛

出，非洲和南美洲國家的公司稅率高於歐洲和亞洲許多

爾蘭的附屬機構中轉，使該公司在稅務程序上不屬於任何

國家，另有專家表示，實施最低稅率可能給經濟帶來一

國家，於是也幾乎不產生任何稅負。這種避稅架構，同時

些反效果。根據華盛頓智庫Tax Foundation、經合組織和

避開了愛爾蘭12.5％和美國35％的公司稅，使得該公司在

顧問公司KPMG提供的資料，整體而言，非洲和南美洲國

美國之外，很少繳納超過5％的海外利潤稅，某些年份甚

家的企業稅稅率高於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資料顯示，

至低於2％。

許多低稅負的司法管轄區都是像保加利亞、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這樣的小國。列支敦士登、愛爾蘭和賽普

巨型企業回應歡迎
谷歌、亞馬遜及臉書都表示，歡迎七大工業國的上

勒斯並列全球公司稅負最低的國家，其企業所得稅率都不
到13％。

述行動。臉書全球事務副主席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

全球公司稅負最高的國家是位於莫三比克海峽北部的

說，該公司希望這項稅務改革能成功，且認知到臉書可能

島國葛摩（Comoros），其企業所得稅率高達50％；其次

必須在全球多國繳交更多稅。

是波多黎各的逼近40％。委內瑞拉和巴西為接近35％，法

亞馬遜發言人表示，協議是進一步令國際稅務系統走
向穩定。谷歌發言人說，表示強烈支持更新國際稅務規
定，並希望各國合作，確保協議可行和平衡。

國逾30％。
此外，全球約有15個國家未徵收一般的企業所得稅，
包括百慕達、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島國，也就是

互聯網公司多年來都受到歐美政府的施壓，要求它們

眾所皆知的境外「避稅天堂」。這些國家受益於為跨國公

多交稅，它們早已做好準備會迎來此類政策。它們回應G7

司服務而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例如法律和會計服務。而

和歐盟的新協議時表現相對審慎正面，分析預料15％的稅

大公司為了在當地設立子公司所繳付的費用，也為這些避

率對它們而言是可控和可負擔的範圍。

稅天堂帶來收益。

15％跨國企業稅，難阻美企外移潮

G20財長將於7月在威尼斯舉行會議

美國拜登政府特別積極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率，因為

目前此協議只限於G7和歐盟，外界關注焦點落在今年

全球最低稅率與拜登的基礎建設計畫密切相關。拜登打算

7月在威尼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會議，預料屆

把目前的美國公司稅，從21％提高為28％，藉此籌得基建

時會討論這一稅制問題。中國、俄羅斯、巴西以及其他國

計畫資金，為防堵大企業因稅率調高而移往外國，美國聯

家會否跟隨，將會決定有關稅制的成效。

合各國，期望藉此堵住企業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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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稅改要成功推行，必須獲得G20及OECD的共識，

也就是贏得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大國支持，目前中國仍

OECD和20國集團（G20）國家的目標是在今年年中

未就此表態，分析認為中國可能擔心設立全球企業稅最低

就這兩方面達成共識，但關於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談判在

門檻，將會影響香港，而中國七成外資來自香港。

技術上更簡單，爭議也更少。如果達成廣泛的共識，任何
低稅率國家都很難試圖阻止協定的達成。

OECD協調140個國家稅收談判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2019年提出開徵全

七國GDP佔全球46％，財富更佔全球58％

球企業最低稅負制的論點，當時各國共識度不高，然而，

G7成員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和

各國去年因應新冠疫情紛紛祭出紓困方案，造成財政缺

加拿大，這七國GDP佔全世界46％ ，擁有財富更佔全球

口，疫後的財政壓力讓G7共識提高，為確保所有企業都繳

58％，且跨國企業大多來自這七個國家，因此，積極地推

交合理稅負，避免減稅競爭，例如愛爾蘭、盧森堡、香港

動全球制定最低稅率。此外，根據協議資料，這次決議具

和新加坡等採取積極減稅政策吸引投資，因此對開徵全球

長臂管轄性質，例如美國某家巨型企業在「非G7」國家享

企業最低稅負達成共識。

受低於15％稅率，美國政府有權向企業追繳當中差額。

經合組織（OECD）多年來一直在協調140個國家就制

雖然目前尚須各國議會通過修改稅法，才可正式執

定跨境數位服務的徵稅規則和遏制稅基侵蝕（包括全球最

行，但任何最終協議都可能會對低稅率國家和避稅地區帶

低企業稅率）進行稅收談判。

來重大影響。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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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
的黑天鵝
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後，高度分工的國際供應體系備受衝擊。
因為在高度分工的國際供應體系中，每個環節環環相扣，只要鏈上少數成員因黑
天鵝事件干擾停產或限產，就可能導致整個供應體系癱瘓。
今年，全球供應鏈即遭遇不可預測的黑天鵝侵襲。從亞洲疫情再次爆發，牽
動各產業的資源與需求；埃及蘇伊士運河塞船事件，讓已瀕臨崩潰的海運貨櫃欲
哭無淚；虛擬強盜（駭客）更覬覦基礎建設，動搖全球依賴的網路世界；更遑論
氣候變遷依舊襲擊地球各地，讓已極度嚴重的晶片荒，遭受未知的危機。
這些擾亂全球供應鏈的黑天鵝如同不定時炸彈般，時時提醒各國及各產業要
有能力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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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供應鏈受到重擊。《財

新

在全球墊底的是非洲，每100人只接種2.5劑。

富》雜誌評選的全美國最大1000 家企業中，94％

亞洲主要經濟體及全球主要大國的疫苗接種比例，亞

的供應鏈受影響。供應鏈斷鏈造成車用晶片缺貨，2021

洲地區只有新加坡能和主要大國齊名，每100人中接種將

年福特、福斯和豐田等車廠都因此而有減產計畫；國際

近70劑，在表格中排名第三，僅次於英國的將近100劑、

航運則面臨缺櫃、塞港問題，世界貨櫃運價指數（World

美國的將近90劑，新加坡的疫苗接種率甚至高於加拿大、

Container Index）指出，40呎標準貨櫃2020年運費平均飆升

德國。

50％。
這些事件顯示出，從疫情促使消費者對科技產品的需
求增加，到擁擠的加州港口進口貨物積壓，再到天氣問題
導致各地工廠停產，全球供應鏈正受到多重因素擠壓，也
凸顯出全球供應鏈的薄弱環節。

若觀察圖表中每100人接種劑量未達20劑的最後12
名，對比更明顯，全數為亞太經濟體，包括澳洲、南韓、
印度、日本等，倒數2名分別為台灣及越南。
新冠疫苗接種速度慢是東西方目前狀況迥然不同的主
因，而取得疫苗困難，則是許多亞洲國家面臨的共同問
題。這即是亞洲產能出狀況，全球供應鏈即面臨斷鏈的危

亞洲產能出狀況，全球供應鏈即面臨斷鏈危機

機。

亞洲各國在全球生產及製造業角色日益吃重，近來亞
洲部分國家的疫情再起，將衝擊全球生產及供應鏈。

企業搶料像搶衛生紙，馬斯克：缺晶片是大挑戰

正當歐美部分國家陸續進行解封、重新開放旅遊的同

顧問業者AlixPartners發布的最新預測數據，預估全球

時，印度、尼泊爾、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及越南等亞

車廠今年減產390萬輛，比4月預估的220萬輛上修，預料

太地區國家因為疫苗接種速度緩慢，正經歷最嚴峻的新冠

占今年的總產量預估值8,460萬輛的4.6％。此外，隨著全

疫情。從英國牛津大學「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球車用晶片吃緊的情況惡化，全球汽車業今年為此付出的

Data）網站6月1日紀錄顯示，目前亞太國家平均每100人約

成本，預料暴衝至1,100億美元，將比先前預估的610億美

施打了23.8劑疫苗，遠不及北美的61.4劑、歐洲的48.5劑，

元增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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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荒有多嚴重，聽聽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在推特發
文就知道。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在推特發
文表示，「特斯拉最大的挑戰是供應鏈，尤其是微控制器
晶片，這種情況前所未見」。他形容，企業搶訂晶片的激
烈程度，猶如民眾在搶購衛生紙。

企業須思考從（just-in-time）模式，轉向（
just-in-case）模式
蘇伊士運河的塞船事件，導致貨櫃航運大癱瘓，凸顯
出世界對冗長供應鏈和及時（just-in-time）庫存的依賴。
全球最大貨櫃輪業者馬士基（Maersk）執行長Soren
Skou表示，蘇伊士運河因船隻擱淺封堵事件，將加速全

貨櫃兩難：歐美堆積如山，亞洲一櫃難求
自去年冬季以來，全球海運業卻是兩樣情，歐美多國
疫情嚴峻，人工不足，港口貨櫃堆積如山；亞洲各大港口
運輸繁忙，卻時常受「缺櫃」「少櫃」困擾，貨櫃價格飛
漲，一些海運航線上漲近10倍，仍然是「一櫃難求」。

球供應鏈轉型，企業將從「即時管理」（just-in-time）模
式轉向「以防萬一」（ just-in-case）模式，大幅提高庫存
量，避免供應鏈受擾時產品短缺。
新冠疫情封鎖措施導致企業無法取得特定零組件，讓
「及時交貨」供應鏈大亂，也促使企業重新檢討供應系

德國貨櫃出租交易平台Container xChange指出，當貨

統；Skou表示：「及時交貨模式運作順利時確實有好處，

櫃被運回亞洲時、許多都是空櫃狀態，因為航運業者為了

但一旦失效，將造成銷售損失。及時交貨節省的成本，不

拉高報酬，寧可把空櫃送回亞洲裝運較具利潤的商品，也

足以彌補銷售損失的負面影響。」他指出，許多企業正在

不願多花時間等待，把毛利較差的貨物運至亞洲。貨櫃船

捨棄依賴單一供應商的做法，「我們的客戶表示，必須有

包租費率仍在屢創新高，市場已失控，業界透露，想要租

多個供應商，以確保不會因某一個小型次級供應商的問題

船的客戶，如今得準備「空白支票」來設法爭奪船隻。

導致業務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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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Panjiva研究分析師Chris Rogers表示，現階段，這
些成本都還存在於供應鏈中，但「（成本）被轉嫁給消費
者，是無法避免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趨勢科技2020年調查美國、德國、日本
製造業面臨的IoT資安挑戰
█ OT █ IT
尋找確保運營的網路產品
尋找合適的網絡安全產品

氣候變遷是更應該要擔心的風險

尋找技術網絡安全對策
安全目標難訂定

世界氣象組織（WMO）今年5月底發布年度氣候更新

風險威脅未識別

報告中指出，在未來5年的每一年中，全球年平均近地表
（包含陸地與海洋）溫度都可能比工業化前（1850至1900

資產可視不落實
風險決策無共識
人員知識技能不足

年的平均值）升高至少攝氏1度，可能的範圍為攝氏0.9至
1.8度。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貨幣與資本市場
部門主管Tobias Adrian表示，氣候變遷才是更應該要擔心

角色責任不明確
0%

20%

40%

60%

資料來源：趨勢科技，TrendForce整理，2021年6月

的風險，突如其來的的氣候災難，可能會摧毀金融商品，
進而引發金融危機。他補充說道，「對於很多國家而言，

勒贖軟體駭不停，有如911恐攻

氣候變遷對金融體系來說是災難性的，即使你認為事情不

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雷伊（Christopher Wray）表

會那麼嚴重，但這仍然存在相當多的崩潰風險，而風險管

示，最近一波駭客以勒贖軟體入侵事件，嚴重程度有如

理就是確保在最壞的情況下，你也能夠生存下來。」聯準

911恐怖攻擊；聯邦司法部也表示，需要將偵辦勒贖軟體

會3月份研究報告也指出：「颶風、洪水、大火或其他嚴

犯案的層級，上升到與恐怖攻擊類似；同時，白宮則要求

重氣候危害可能會迅速改變經濟前景或金融資產，氣候與

企業界加強網路維安緊急措施，擋下勒贖軟體的攻擊。

金融風險可相互放大，但還需要更多研究了解這狀況。」

製造業面臨全球供應鏈混亂的困局
基建、智慧工廠 淪為駭客眼中肥羊

全球供應鏈的災情似乎永無止境，從汽車、成衣到醫

根據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HHS）於2020年下旬調

療品，幾乎所有產業全都遭殃；這幾年全球供應鏈先遭

查顯示，僅2020上半年醫療保健網路的安全漏洞數量便成

受新冠疫情中斷、再遭遇蘇伊士運河塞船、各港口貨船壅

長50％，遠距辦公方面，由AT&T、Cisco、IBM、SAP等

塞、駭客入侵以及氣候變遷下的極端氣候影響等等，一連

大廠創立的數位經濟安全委員會（CSDE）於2021年3月報

串的事故凸顯供應鏈是如此脆弱，而這也是全球經濟體及

告亦指出，居家辦公措施使DDoS攻擊（分散式阻斷服務

各企業經濟要重啟時，面臨的困境。

攻擊）在2020年達到上千萬次，2020年第四季相較2019年
同期甚至成長542％。

以往國際供應體系的分工格局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然
而在這些黑天鵝衝擊下，為風險管控與地緣政治因素考

英國在2020年有超過86％關鍵國家基礎設施（CNI）

量，各國及各企業只能思考布局策略，才能在當疫情以迅

其OT（營運技術）與工控系統（ICS）受到網路攻擊，且

雷不及掩耳變化著，當缺工、缺原物料、缺產能的狀況愈

經檢視有三成以上政府組織使用的是10年以上舊版OT系

來愈頻繁時，唯有做足準備，才能應對更多不確定狀況。

統；2021年5月美國最大成品油管道營運商Colonial Pipeline

正如美國供應鏈管理協會（Association for Supply

亦遭駭，癱瘓美東輸油系統，導致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近

Chain Management）策略與聯盟執行副總裁肯特（Douglas

幾個月全球大廠諸如Sierra Wireless、宏碁、仁寶、日月光

Kent）在蘇伊士運河解封時所言：「我們或許會歡慶貨

集團等紛紛傳出遭勒索軟體攻擊等IT災情，對其生產線、

輪脫困、蘇伊士運河解封，但，這恐怕還不是故事的結

伺服器運作會產生一定程度影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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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篇

亞洲疫情再現

衝擊全球生產及供應鏈
亞洲各國在全球生產及製造業角色日益吃重，近來亞洲部分國家的疫情再起，將衝擊全球生
產及供應鏈。特別是印度作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國，去年名列全球經濟體第五位，印度作為全球重
要的製造業大國和勞務輸出國，其疫情惡化將對國際多條供應鏈造成絕對的影響。而台灣疫情的暴
衝，也將讓晶片需情更加恐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曾稱，若台灣半導體產業「完全停產一年」，
估計全球電子業會損失4900億美元。
冠疫情自去年蔓延全球，歷經各國封城、國際旅遊

新

印度仿製藥供應量占全球20％

隔離限制，到疫苗的生產與接種，一年後出現曙

印度是全球最大仿製藥（學名藥）生產國，有「世界

光。歐美部分國家已準備解封和放寬防疫封鎖，陸續開放

藥廠」之稱，擁有3,000多家製藥公司，逾萬間製藥廠，佔

跨國旅遊與觀光。然而原本於去年就已經緩和的亞洲國

世界供應量20％，亦滿足全球疫苗需求的62％。疫情前，

家，卻自今年三月起，從全球關注的印度超級夢魘，到防

印度製藥業每年貿易順差逾110億美元，在全球原料藥

疫模範生—台灣、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陸續陷入疫情

（又稱活性藥物成分，方便之後加工成直接使用的藥物）

再起的窘境。亞洲疫情再起，讓全球生產及供應鏈又陷入

產業鏈中佔關鍵地位。印度疫情發酵威脅全球藥品供應

另一個危機。

鏈，尤其原料藥或面臨短缺，供不應求維持價格高位。
此外，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疫苗

印度疫情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產生衝擊
在最近的十年裡，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速達到了7.5％，
表現十分搶眼。

的供應鏈也是另一個受影響的領域，因為92個開發中國家
還等待著它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商「印度血清研究所」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來保護自己的人口。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印度生產的疫苗占全球疫苗銷量六成以上，印度

報告》，還將2021年印度經濟增速預期提高至12.6％。如

血清研究所 （SII）是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該機構的

今，印度要實現這個目標恐非易事。印度國家統計局6月

強大生產能力讓印度成為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公布2020財政年度（2020年4月到2021年3月）經濟表現，

（COVAX）主要供應來源。印度所負責生產與供應的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結果比前一財年萎縮7.3％ ，是印

AZ疫苗，不僅是當前歐美接種計畫的主力疫苗，印度更

度獨立以來經濟最糟的表現。

是COVAX平台「貧國疫苗分享計畫」的最主力生產者之

印度作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國，去年名列全球經濟體

一。COVAX專為低收入國家提供打折或免費疫苗。現在

第五位，印度作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大國和勞務輸出國，

各國擔心印度會將這些劑量都轉回國內，對世界產生連鎖

其疫情再度惡化或對國際多條供應鏈造成破壞性影響。

反應。

16

華商世界∣2021∣第五十期

貨運航班停運，打亂全球藥品供應鏈

印度軟體與IT服務業成長

美國嚴重依賴印度藥品供應，任何產量減緩都可能導
致藥房常用藥出現短缺。由於部分中國貨運航班出現停運
的消息，印度製藥商協會負責人Mahesh Doshi指出，中國
供應印度製藥商60至70％的原料，也供應輸往全球市場的

單位: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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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規模
(億美元)

IT服務

990

成品藥原料，如果航班持續暫停，製藥業擔心將對整個供

軟體產品

應鏈造成連鎖衝擊，可能導致印度國內基本藥物短缺，並

企業處理軟體

380

嚴重影響出口。

工程與研發

310

92

協助製藥業把關質量的美國藥典（USP）已啟動一個
盡可能查明生產地的項目，其發言人Anne Bell表示，「藥
品供應地圖」已確認了77％學名藥的生產地，有62種學名

註：為今年3月底為止過去一年的數據

資料來源：NASSCOM

印度是歐美財經業後勤人才庫

藥只有在印度生產，其中包括幾種抗菌藥物、抗病毒藥

印度是全球最大資訊業務委外承攬國，是歐美許多大

物。而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數據，在美國所

銀行及會計公司的後勤辦公室。近幾十年來，這些公司被

批准的申請中，有31％的原料藥生產地來自印度。

印度便宜又高素質的勞動力吸引，將大量資訊與營運業務
外包到當地。根據印度國家軟體與服務業產業協會數據，

農業化學、食用糖、棉花及大米都受影響

該國有近440萬人受僱於資訊與業務流程管理行業。

印度是全球第四大農藥生產國和第六大農藥出口國，

印度的IT和業務處理外包產業為全球大企業的後勤部

疫情前當地農業化學產值約40億美元。印度產能佔較高的

門提供服務，全年營收共計超過1,800億美元，員工總人數

原藥，主要包括代森錳鋅（殺菌劑）、菊酯類（除蟲）

約450萬人。該產業占印度貨物和服務出口的比率約五分

等，當中代森錳鋅佔七成產能，而目前其全球市場銷售額

之一，並且是印度勞工躋身中產階級的路徑。

約8億美元。印度食用糖產量佔全球約17％，是僅次於巴

印度疫情危機持續惡化，也對為全球企業提供後勤服

西的世界第二大白糖生產大國，2020年度白糖產量達2,890

務的印度大型外包公司，帶來兩大挑戰：要如何保護數百

萬噸。

萬名員工的健康，以及要怎麼確保員工能繼續為西方企業

此外，印度不僅是全球最大產棉國之一，也是世界最

客戶工作。

大黃麻及第二大絲綢生產國，其紗線產能佔全球22％，
紡織行業佔印度出口總收入15％左右。印度作為世界棉

疫情升高，油國恐慌

花生產大國，2020年度產量佔全球約24％。據美國農業部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費國，被認為是帶動疫情退

報告，明年印度棉花種植面積或將下降2％。於目前情況

潮後全球石油需求復甦的主力。但由於印度疫情危機升

下，疫情導致印度勞動力短缺，以及棉農種植意願降低，

高，讓主要石油產國及貿易商大為恐慌，對全球石油業造

將影響棉花播種，產量料下滑。

成重大影響。不止印度國內石油消費受到疫情衝擊，英

印度僅次中國，是全球第二大農業國，全國有58％人
口從事農業生產，農業所貢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佔

國、加拿大等國也開始禁止往返印度的班機，使全球飛機
燃油需求雪上加霜。

約15％。該國也是主要大米出口國，在全球大米出口中佔
比達27.1％。換言之，其對糧食安全問題具影響力。
此外，印度是僅次於中國的鞋類主要生產國（年產近
30億雙），並且是世界第二大皮革服飾出口國。

印度疫情燒，衝擊全球海運業
印度嚴重疫情也波及國際航運業，原因是船員染上疾
病，包括中國、新加坡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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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禁止最近曾輪換來自印度船員的船舶入港，這將成為國
際海運業遭受的最新衝擊，讓運能原已緊繃的海運產業產
生連鎖效應。

電子產業供應鏈也遭受影響
印度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手機製造國，也是電子產
品消費大國。蘋果、三星、小米等手機品牌都在當地設

印度、菲律賓和中國是全球最大船員來源國。根據國

廠，但印度疫情失控，恐影響手機產能降至60％，若疫情

際海運總會的數據，全球估計160萬名船員中，約有24萬

持續加劇，中國手機廠商將面臨供應鏈緊張和城市封鎖所

名來自印度。

造成的雙重挑戰。後續造成的產業工人混亂和航空貨運的

航運業主管警告，全球疫情續爆，對航運產業的影

阻塞使得國際消費市場更難獲得來自印度的電子產品。

響，可能更甚於蘇伊士運河塞港效應，雖影響有多大仍須

研究機構Counterpoint預測疫情將致使印度手機市場

觀察，但全球貨櫃、散裝船運力若續減，已漲翻天的運價

景氣度下滑。由於印度新德里、孟買智慧手機銷量幾乎

恐持續飆漲。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顯示，全球約

占整個市場的25％，第二波新冠疫情大爆發及引起的限

80％貨物使用船運，許多船員來自印度。國際航運商會秘

制措施，將可能使4至6月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減少10％至

書長派列登指出，全球170萬名船員中，超過20萬人來自

15％，預計約為500萬台。

印度，許多人更擔任高級船員及需要重要技能的職務。全
球最大貨櫃輪業者馬士基用的船員有30％來自印度。

最大的挑戰是供應鏈。雖然出貨量整體下降，但印度
市場仍掌握在中國產手機品牌手中。IDC報告顯示，2020

去年全球航運業曾因疫情陷入混亂，近20萬船員因港

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排名前五的手機品牌中，有四個來

口關閉與飛機停飛被迫滯留海上數月，有些人稱他們的船

自中國品牌，其中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機的市占率27％，

是「漂浮監獄」。若印度疫情持續，去年局面將再次重

排名第一；三星排名第二，占20％，接著為vivo占18％、

演。

realme占13％以及OPPO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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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疫情再起，衝擊全球科技供應鏈
亞洲各國在全球生產及製造業角色日益吃重，亞洲部
分國家的疫情再起，將衝擊全球供應鏈。

過700間供應商。過去，這聚落靠緊密連結稱霸世界，如
今，此特質卻成為讓病毒快速蔓延的助力。
台灣承擔全球60％以上的半導體生產，而半導體在台

越南的科技製造業是該國的經濟引擎，也是全球供應

灣的就業人數雖只占總人口2％，但卻貢獻台灣整體GDP

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隨著越南疫情不斷升溫，又

約16％。因此，如何確認科技大廠的防疫措施，是無論政

發現新型新冠變種病毒。這個發展可能更加干擾作為越南

府或企業的神經都需極度緊繃的重要時刻。因為一旦生產

經濟引擎的科技製造業，並導致供應鏈受擾的問題雪上加

停滯，給全球造成的打擊，非同小可。

霜。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疫情急劇惡化。因業者陸續由

越南、印度疫情復熾，製造鏈可能轉回中國大陸

中國遷往東南亞地區，當地已成為半成品的製造業重鎮。

一名經濟學家指出，亞洲部分地區的新冠疫情復熾，

如今受到疫情爆發影響，全球製造業也可能受到波及。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西濱徹指出，新型

可能扭轉製造業由中國大陸出走的趨勢；隨著印度、越南
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供應鏈可能會轉回中國大陸。

變種新冠病毒的傳播，已對供應鏈造成負面影響，由於亞

美中貿易戰原本已促使企業把供應鏈移出大陸，轉移

洲復甦較由外部需求帶動，若企業無法出口足夠貨品，將

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與分銷網路；這個趨勢使越南、印度等

是整個地區經濟的壞兆頭。

國受惠，因為企業轉往這些國家設廠。

台灣承擔全球60％半導體，疫情將牽連全球半導體

疫苗短缺是亞洲多數地區現正面臨的課題

台灣主力產業是半導體產業，若台灣疫情無法控制，

亞洲國家去年是抗疫表率，如今疫苗接種率卻落後世

絕對威脅已緊繃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美國半導體行業協

界其他地區。英國「金融時報」（FT）報導，疫苗短缺是

會曾稱，若台灣半導體產業「完全停產一年」，估計全球

亞洲多數地區現正面臨的課題。由於國內未能研發和製造

電子業會損失4900億美元，長期下來台灣半導體產業會受

疫苗，許多亞洲國家必須等待歐美供貨。

到侵蝕。

在整個東亞地區，疫苗的施打率普遍不高，在

自5月初台灣華航機師確診延續、百位機師遭隔離，

《bloomberg》的統計下，全球的疫苗施打率也僅約13％，

造成人力吃緊，恐造成物流供應鏈斷鏈問題。華航是全球

在大部分疫苗都集中在先進國家的狀態下，要達到全球的

第六大航空貨運業者，現在航空貨運運能高度吃緊，卻出

群體免疫，依然還有好長的一段時間要走，專家預估，至

現人力缺口。為此華航緊急啟動人力調度作業，減少北美

少還要等個5年。

線客運的航班，全力捍衛貨機正常飛航，降低電子業供應
鏈斷鏈危機發生。因為全球98％以上的晶片都是透過航空
運輸。

「全球化」，世界之間互相緊密聯繫的事實
這反映出「全球化」世界之間互相緊密聯繫的事實，

此外，台灣半導體產業是個極度密集，追求高效率的

從去年疫情爆發後能看見，倘若一個國家的感染指數很

聚落。如同商業週刊形容，京元電打個噴嚏，就能影響遠

高，很可能其他國家也無法倖免。即使祭出旅行限制、檢

在美國的客戶英特爾和輝達等半導體巨頭。

查與隔離，感染還是可能從意想不到的縫隙鑽入一個國

手機裡的一顆晶片，從最源頭的IP（智慧財產）供應

家。

商、IC設計到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等，須經過層層工序

另外，當某個國家的病例數愈高，出現變種病毒的可

才能裝進手機。而光一個晶圓代工，又能拉出設備商、耗

能性就愈強烈。而每一次感染，都使病毒有機會發展出突

材供應商等眾多供應鏈。以台積電為例，一家公司就有超

變，使疫苗失效。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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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篇

地理環境掣肘

蘇伊士運河塞船事件
蘇伊士運河塞船意外，導致世界上最繁忙的海運之一被迫癱瘓，它不僅衝擊全球的貨運運輸，
還影響著國際油價、運價與民生必需品等，根據《Lloyd's List》估算，每小時的貿易損失就高達4億
美元。即使塞船危機解除，諸多後遺症，才剛揭開序幕，從消費者口袋裡的錢、全球供應鏈，到金
融市場走勢，恐怕都難逃影響。
動全球經濟重擔樞紐的埃及蘇伊士運河（Suez

航線。體積相當於一座摩天大樓的長賜號在擱淺期間造成

Canal），在今年3月底成為全球鎂光燈的焦點，

的「大塞船」，嚴重衝擊全球貨櫃船運。

牽

連衛星都24小時注意其進展。起因是一艘由長榮集團
（Evergreen）運營的集裝箱貨輪長賜號（Ever Given）擱

12％海運貿易及10％海上石油運輸經蘇伊士運河

淺在河道中央，就像一個塞子，阻塞這條至關重要的貿易

海上貿易占全球貿易量的80％以上，其中，有12％的
貿易是從蘇伊士運河通過；據估算，經由蘇伊士運河帶動
的貿易，占埃及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左右。
蘇伊士運河位於一條重要的貿易路線上，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

全長120英里（約合192公里），連接紅海和地中海，承載
著全球12％的海上貿易和10％的海上石油運輸，這條運河
也是歐亞間最快捷也最直接的航道。對於石油和穀物等大
宗商品，以及機械、汽車零部件、服裝和家具等通過集裝
箱運輸的貨物來說，蘇伊士運河在運輸方面的意義至關重

非洲

要。

6000公里
距離
印度洋

9＋
天

大西洋

每天通過蘇伊士運河貿易額約100億美元
此次阻塞讓蘇伊士運河兩頭堵了約425艘船隻。據全
球航運權威媒體《勞埃德船舶日報》（Lloyd's List）估
計，每天通過這條運河的貿易額約為100億美元。
據來自蘇伊士運河管理局（Suez Canal Authority）的資

蘇伊士運河路線
繞非洲路線

訊，光是在2020年一整年，就有將近2萬艘船舶通過蘇伊
好望角

士運河，平均每天至少50艘。在這連結亞洲、非洲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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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樞紐上，牽動著各地的產業神經，它更象徵著民生

應商，則是透過空運來運送產品。電子元件分銷商Fusion

資源的命脈，一旦供貨資源不足，物價上漲也就成了必要

Worldwide的韓國銷售總監Ju Seo-Hyun表示：「保持穩定

之惡。

的濕度對半導體非常重要，這也是為什麼全球98％以上的

「蘇伊士運河2020年每日船流量，平均一天約52

晶片都是透過航空快遞運輸的。」

艘。」《華爾街日報》報導：「但根據蘇伊士運河管理局

但一些亞洲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卻將埃及作為面向周

的官方說法，在全開的『最高效率狀態』下，運河最高船

邊市場的生產中心，蘇伊士運河長期堵塞可能會影響這

流量可拚到每日106艘左右。」

些製造商。韓國電子產品製造商LG電子（LG Electronics
Co.）在埃及組裝電視機並銷往中東和非洲市場。LG發言

蘇伊士運河是能源行業的命門
蘇伊士運河位於埃及西奈半島西側，橫跨在亞洲、非

人說，目前周邊市場有充足的庫存，但如果蘇伊士運河的
堵塞持續下去，銷售可能會受影響。

洲交界處的蘇伊士地峽，是全球航運的重要樞紐，也是原

因此，Gartner Research負責研究新興技術產業的分

油從中東運往歐美的重要航道；蘇伊士運河是石油雙向運

析師普裡斯特利（Alan Priestley）稱，有鑑於此，運河的

輸的關鍵路線，當雙向交通大阻塞，將會導致能源供應鏈

此次堵塞「更有可能影響到成品，而不是晶片製造商本

被迫中斷，恐將造成全球能源價格飆升。

身」。他補充道，最近的晶片短缺問題已經推動半導體價

據能源情報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簡
稱EIA）的資訊，2018年全球約十分之一的海運石油貿

格上漲，但現在就認為這次堵塞會進一步推高價格還為時
過早。

易經由蘇伊士運河以及與之相關的薩米德管道（SUMED
Pipeline）完成。薩米德管道又稱蘇伊士-地中海輸油管道
（Suez-Mediterranean）。
ING Group原物料策略長Warren Patterson也指出，全球
有10％經由海運的原油貿易都需通過蘇伊士運河，事件確

許多航運公司改變航線，增加航行時間和成本
由於無法預期蘇伊士運河阻塞時間，許多航運公司已
改變航線，讓船隻繞行非洲，這大大增加了航行的時間和
成本。

實會有一些影響。但他認為任何干擾應該都會非常短暫。

穆迪（Moody's）副總裁哈利德（Daniel Harlid）說：

船運經紀公司Banchero Costa的負責人萊茲欽斯基

「我們預計歐洲製造業、汽車和汽車供應商受到的影響最

（Ralph Leszczynski）指出，歐洲進口商有許多不用經過

大，因為這些行業的供應鏈按照適時制（just-in-time）運

蘇伊士運河的替代方案，可能會從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

行。」他表示：「這意味著這些企業沒有太多零部件庫

區、北海、俄羅斯、西非等地區尋找替代來源，不過替代

存，手頭的零部件只能維持很短時間。」

來源的需求增加，也會讓價格飆漲。

倘若航道長時間堵塞，Envision AESC發言人Daisuke

地中海原油的海運常常走蘇伊士運河航道，但從2020

Fukushima表示，該公司將需要考慮改道非洲大陸南端的

年年中以來，亞洲買家一直迴避地中海輕質低硫原油，因

好望角把電池運往英國，用於在當地組裝的電動汽車。但

為這種原油的價格已經相對高於歐洲同類產品。因此，此

這將使成本肯定會升高，交付時間也會延後幾周，因為這

次蘇伊士運河堵塞對亞洲原油買家影響有限。此外，能源

條航線更遠。

諮詢公司安迅思（ICIS）表示，中國進口的原油中只有不
到10％是通過蘇伊士運河運輸的。

全球最大集裝箱船運營商A.P.穆勒-馬士基集團（A.P.
Moller-Maersk A/S ）將部份船隻繞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這將增加兩周的航行時間，並使每艘船額外增加數十萬美

半導體品質極為關鍵，98％為空運
掌握全球半數以上晶片生產的三星和台積電等幾家供

元的燃油成本。馬士基是蘇伊士運河最大的貨櫃船客戶，
去年經由該運河的航次計約1,15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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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洲咖啡烘焙商和貿易商也可能受到波及。根

全球主要港口航班準點率也持續偏低，全球塞港情況

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歐洲主要從東南亞進口

未改善，且排隊等進港時間持續拉長，最近市場傳出，空

羅布斯塔（robusta）咖啡豆（速溶咖啡所需的咖啡豆），

櫃回亞洲速度更慢，業者擔心空櫃趕不及在第3季旺季前

歐盟咖啡豆進口量的幾乎四分之一來自越南。但隨著蘇伊

回亞洲，已開始減收美國內地貨，將讓全球貨櫃輪運價漲

士運河暫時關閉，貿易商將需要為這些咖啡豆找到新的運

勢再起。

輸路線，從而把貨物送達安特衛普、巴塞隆那以及第里雅
斯特（Trieste）等接收咖啡豆的歐洲港口。

根據全球航運業經驗，各港口航班準點率要維持在七
成以上，然據近期上海航交所公布的統計數字，各主要港
口航班準點率非常低，原以為會逐漸回升，但貨量太大，

集裝箱運輸空間短缺，亞歐運費大幅攀升
蘇伊士運河塞船目前雖已紓解完畢，但貨櫃積壓影響
運輸等問題可能要花數月才能解決。海運專家指出，塞船

人力不足，造成準點率長期處於低水位，像美國西岸-奧
克蘭港準點率已降到3.4％，許多載貨量大的港口都處於
30％以下。

事件對航商、港口及供應鏈造成的干擾，可能要花四到六

根據丹麥諮詢機構Sea-Intelligence ApS的一項分析，3

個月才能消除。而且由於消費者需求強勁，運送的貨物立

月份全球只有約40％的集裝箱貨船準時到達港口，平均延

即就被賣光，業者根本無法建立庫存，因此海運旺季迄未

誤時間超過六天。雖然延誤情況較2月份有所改善，但仍

結束。

遠不及前兩年的可靠性水平，當時有超過70％的船舶準時

去年以來，新冠疫情在各國際港口引發的問題已導致
遠洋運輸出現重大延誤，造成集裝箱貨物滯留在船上或

到達。這種誤點現象是企業因消費者需求好轉而大量補貨
的結果，因此造成貨輪不足，並推升運費飆漲。

港口裡，導致主要港口益發壅塞，船隻等候進港及卸貨的
時間將拉長，貨櫃處理更加困難。塞船事件造成亞洲和歐
洲公司運費將大幅攀升，集裝箱運輸空間短缺將進一步惡

貨櫃輪運費再衝新高，今年內海運市場發燒
海運運費再度衝上新高，由於歐美國家刺激經濟措施
帶動消費，但本身製造業的供給能力難以因應，必須仰賴

化。
貨櫃調度也是一大問題。從去年9月起亞洲各出口重
鎮便發生空櫃短缺，周轉時間甚至延長一倍，出口商搶櫃

進口，因而使海運需求居高不下。專家預估，今年內海運
市場都將高燒不退。

也導致貨運費率大漲。在疫情前，貨櫃從中國寧波港到美

全球船舶數據提供商VesselsValue分析師Charlotte Cook

西洛杉磯約需兩周，在港口約停留五天後，再花兩周運返

說，港口阻塞問題可能持續至5月底，世界各處都一樣。

亞洲，但最近至少要兩個月貨櫃才會回來。

此外，製造業重啟營運將使情況惡化，貿易恢復使得亞洲
到歐洲的貨輪運輸量在3月攀抵歷史新高。

主要航線貨櫃運費
單位：美元/40呎標準貨櫃
4

亞洲到歐洲的海運貨櫃報價首度突破 1 萬美元，創下
上海—洛杉磯

歷史新紀錄。依彭博資訊報導，Drewry世界貨櫃指數5月

鹿特丹—紐約

27日釋出的報價資料顯示，從中國運往荷蘭鹿特丹的40呎

3

貨櫃，每只運費已增至10,174美元，較一周前上漲3.1％，

2

若與去年同期相比，更已飆漲485％。

1
0

2019

2020

2021

(年)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

Drewry表示，根據涵蓋計算八條主要海運路線的綜
合指數，每只40呎貨櫃運費也比一周前上漲2％至6,257
美元，比一年前暴漲293％，站上2011年有紀錄以來的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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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巨輪」之必要？
蘇伊士運河塞船後，也產生像長賜號這樣超巨型貨
輪，是否有擴大存在必要之討論。

港口改建以容納大型船隻，卻未獲得所有收益
然而，船隻尺寸增長有其代價，使港口與港口、運河
和運河之間發生競爭。

《金融時報》分析認為：全球海運大型貨輪的最大噸

例如，為了讓更大船隻得以通行，巴拿馬運河在2016

位極限，在過去25年內飆升了4倍，海運圈與貨輪造船公

年斥資超過50億美元擴建。美國東岸港口也競相吸引更大

司不斷追求著「巨艦設計」。這些超大型貨輪的設計與存

型船隻通過運河。多個港口包括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德州

在，是全球化貿易—特別是反應中國製造業崛起—而催生

邁阿密和維吉尼亞州諾福克展開清淤計畫，加深港口水

的時代產品。

深。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砸下17億美元，抬高世界跨度第

紐約時報也報導，全球數十年來對商品的需求增長，
航運公司也把貨輪愈做愈大，運河和港口為吸引貨櫃輪通

四長的鋼鐵拱橋巴約訥大橋（Bayonne Bridge）橋面，好
讓來自亞洲和其他地方的巨輪通過。

過，也爭相愈蓋愈寬、愈挖愈深。較大貨櫃輪的單位貨櫃

Alphaliner資深分析師提德曼表示，儘管港口砸錢改

運送成本較便宜，燃料成本減少相對可減少地球暖化，但

建以容納大型船隻，卻未獲得所有收益。他說：「收益幾

運河和港口難以容納、建造難度高、補充燃料較困難，保

乎都由航運業者獲得，因此有個論點指出，航運業者一直

險成本也高。

處於主導位置，只負責開大噸位船隻入港卻什麼都不用負

儘管巨型貨櫃輪有風險，它們依舊主宰全球航運。英
國海運研究機構Alphaliner指出，全球貨櫃輪中有133艘是

擔，而碼頭營運商、港口，有時甚至是納稅人為整修港口
買單。」

最大型貨櫃船，能載運1萬8000至2萬4000個貨櫃。另有53
艘最大型貨櫃船訂造中。

蘇伊士運河擱淺事件促使供應鏈加速轉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轄下國際運輸論壇也

因為「一陣強風」而導致嚴重的運河封堵事件，更連

指出，貨櫃輪在1980年代容量增長28％，在1990年代又增

帶產生供應鏈震盪，也許會成為一個加速全球供應鏈轉型

加36％。後來馬士基2006年推出能載運約1萬5000個貨櫃

的契機。

的大型貨輪艾瑪．馬士基號，容量比其他貨輪多70％。

如全球最大貨櫃輪業者馬士基（Maersk）執行長Soren
Skou的觀察，經過疫情後，企業已逐漸從過去的「及時

一艘巨型貨輪足以載滿一家超市所有產品

交貨」（just-in-time supply）模式轉向「以防萬一」（just-

航運業成長和貨櫃輪尺寸擴大，在塑造現代經濟中發

in-case）模式，提高庫存，以避免因供應鏈中斷導致貨品

揮重要作用，幫助中國成為製藥業強權，促進電子商務零

短缺，「蘇伊士運河事件會讓企業進一步評估他們的供應

售商如宜家（Ikea）和亞馬遜（Amazon）崛起。對船運公

鏈。」

司而言，建造更大的貨櫃輪是合理的：更大船隻能讓他們
節省建造、燃料和人員成本。

馬士基是全球貿易風向球，載運量占全球海運五分之
一，客戶包括H&M、Nike、聯合利華（Unilever）等大型

時至今日，最大貨櫃船已經可以載運多達2萬4000個

企業。Soren表示：「及時交貨模式運作順利時確實有好

貨櫃，一個20呎標準貨櫃，可以載兩輛休旅車，或是載運

處，但一旦失效，將造成銷售損失。及時交貨節省的成

足以把一或兩家超市的貨架裝滿的產品。如德國大型航

本，不足以彌補銷售損失的負面影響。」他同時指出，許

運公司赫伯羅特發言人塞弗特在一項聲明中表示：「在

多企業正在捨棄依賴單一供應商的做法，「我們的客戶表

全球運送許多貨品，超大型貨櫃輪（Ultra Large Container

示，必須有多個供應商，以確保不會因某一個小型次級供

Vessels，ULCV）是非常有效率的。

應商的問題導致業務停擺」。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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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篇

數位疫情氾濫

無孔不入的駭客入侵
美國一條汽油輸送「大動脈」遭網絡攻擊停運事件顯示，一種專業級且危險的駭客勒索威脅正
在惡化、迅速蔓延並危及企業、學校、醫院和其他機構。正如美國前國土安全部最高網絡安全官員
Chris Krebs在國會就勒索軟體作證時表示：「我們即將迎來一場全球數位疫情，推動這場疫情的是
貪婪、一個脆弱的數位生態系統以及不斷擴大的犯罪產業。」網路犯罪跟著錢走，最肥的羊就是關
鍵基礎建設。
「

去一年，我有幸目睹台灣產業加速數位轉型；很不

過

範圍最廣的勒贖軟體攻擊事件。

幸的，駭客轉型更快！」電腦防毒及網路安全公

這起攻擊凸顯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脆弱性，此前美國

司—趨勢科技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陳怡樺在一場演講中，

政府已苦於應付多起疑似惡意軟體入侵的威脅。因此，拜

一語道破疫情下產業界正面臨的挑戰。

登政府主張：美國的資訊基礎建設已出現落後破口，像是

科技進步加速了工業製程，帶來高度生產效能，卻也

2020年底的Solar Winds控制系統遭俄國駭客入侵事件，以

衍生資安威脅。近年各國關鍵基礎設施接連遭駭客攻擊的

及這幾年美國的水壩、電力系統反覆遭駭的資安危機，都

事件屢見不鮮，隨著基礎建設的傳統封閉系統開始連上網

顯示美國聯邦政府必須要擴大預算，並將資訊安全與發展

路，駭客入侵管道大增，未來面臨的風險將會越來越高。

項目列為「重大基礎建設」重點投資。

近年各國關鍵基礎建設頻遭攻擊，去年情況加劇，部

專家指出，美國能源基建日益遭駭客攻擊，因此升級

分歸因於新冠疫情讓遠端線上作業情況增加。網路罪犯逐

美國能源系統安全性，必須是拜登基建支出的關鍵目標之

漸利用勒索軟體當作武器施壓機構，就連學校和醫院也不

一。在拜登政府誓言處理駭客問題之際，這起攻擊也凸顯

放過，勒索大筆金額解密網路。

出美國能源基建的脆弱性，及拜登政府面臨的挑戰。

Colonial Pipeline被駭客入侵，凸顯出美國能

愛爾蘭健保系統淪陷，英國整年1.5萬起駭客攻擊

源基建脆弱性

愛爾蘭的健保系統也在5月遭到駭客攻擊2次，還讓愛

美國最大油管營運商「殖民管線」（Colonial

爾蘭的疫苗系統被迫暫時關閉。這是愛爾蘭經歷過最大規

Pipeline）於5月遭遇駭客入侵，導致系統癱瘓，影響美國

模的駭客攻擊，但目前愛爾蘭政府排除是間諜攻擊。愛爾

約17個州的能源問題，美國更因此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

蘭的公共醫療衛生系統可能需要花費數千萬歐元來修復遭

態。殖民管線是美國東岸近半燃油供應來源，駭客攻擊造

到勒索軟體攻擊的技術系統。

成供油短缺並引發民眾搶購潮。殖民管線公司最後支付

根據《雅虎財經》報導，從去年2月到今年2月，光是

440萬美元贖金，才恢復了線上系統。這是美國歷來擾亂

英國就出現至少1.5萬起網路駭客攻擊（這還僅算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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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致個人至少28萬英鎊的損失，受害者年紀大約在

頓郵報指出，這種犯罪行為不僅與錢有關，被害公司若與

23％是20到29歲之間；而商家、慈善機構等更損失380萬

經濟息息相關。

英鎊。

勒索軟體大約十年前出現，但大舉用來犯案是近幾年
的事。據電腦產業、官方及學術界60多名專家合組的「勒

PSS被駭影響，讓乘客個資全曝光

索軟體專案小組」（Ransomware Task Force）今年4月向拜

全球航空業知名的IT與電信服務供應商SITA（國際航

登政府所提的81頁報告指出，2020年美國就有近2400家醫

空電訊集團）在今年3月坦承，旗下專門經營航空公司乘

療設設、學校及政府機關遭遇勒索軟體攻擊，付出贖款達

客處理系統的子公司Passenger Service System（PSS）遭到

3億5000萬元，估計是2019年的三倍。

駭客入侵，而印度航空（Air India）直至5月才宣布自己是
受害者，約有450萬名乘客的資料外洩。PSS主要提供各大

勒索軟體的進化，已成國安危機

航空公司的乘客處理服務，從到櫃臺報到至登機，亦支援

華郵指出，黑暗面攻擊殖民油管公司只是冰山一角；

生物辨識系統，估計每年有來自各大航空公司的10億名乘

駭客團夥使用勒索軟體的手法已經轉變，不僅鎖住被害人

客使用PSS服務。

資料，還威脅公布，此伎倆通稱為「雙重勒索」，有些還

JBS遇駭，全球食品供應鏈面臨最新威脅
6月，全球最大肉類供應商JBS成為駭客攻擊的最新目
標，JBS的北美和澳洲電腦網絡被迫關閉，部分工廠作業
暫停，影響全美市場近25％的供應量。JBS是全球最大的
肉品供應商，在15個國家擁有150多家工廠，主要客戶包
括超市、麥當勞等速食店，美國4分之1的牛肉和5分之1的
豬肉市占率，在澳洲的紅肉加工的市占也達4分之1。總部
設在聖保羅的JBS，全球20國有廠房，澳洲跟紐西蘭占4％
營收，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占50％和3％。這是飽受疫情衝
擊的全球食品供應鏈面臨的最新威脅。
但《彭博社》報導指出，JBS遇駭，面臨最大風險的
將是中國。因為JBS有3分之1的出口都是中國市場。
肉類市場分析師認為，這可能會進一步導致消費者價
格上升，因為陸續解封，餐廳的需求增加，勞動市場又
面臨缺工，「即使只中斷供貨一天，也會對牛肉市場和
整體的肉價造成顯著的影響，」肉類食品顧問公司 Steiner
Consulting Grou分析。

美國去年付出被駭贖款達3.5億美元
駭客組織使用勒索軟體侵入千百家公司、學校、政府
機關，鎖住被害人的電腦及伺服器，如不付出贖金，不僅
被竊的機密文件會被公布，整家公司可能關門完蛋；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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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三重勒索」，也就是不付贖金的被害人就別想再取

市市議會也被勒索，花了三周時間才恢復運作，在此期間

得上網服務，或用流量壓垮被害人的伺服器直到崩潰。

只能使用筆和紙工作。

「線上威脅聯盟」（Cyber Threat Alliance）執行長丹
尼爾（Michael Daniel）指出，勒索軟體已然演化，目前不

數位革命帶動IT和OT融合，也造成駭客攻擊風險

僅危及經濟，還威脅到國安、公衛安全體系；目前受那種

急遽上升

惡意軟體攻擊的有公司、學校系統及地方政府，平均贖金

由於網絡犯罪分子加大了對擁有與操作控制系統相連

數十萬元，若是大型企業，贖金動輒數百萬元。被害人無

軟體的公司的攻擊力度。發電廠、管道運輸商和煉油廠使

能為力，最多只能洽商犯罪團夥，哀求降低贖金。

用操作控制系統來運行物理設備，這些系統很容易受到網

正如網路安全集團Tenable全球營運科技安全副總裁愛
德華茲（Marty Edwards）說：「網路犯罪跟著錢走，最肥
的羊就是關鍵基礎建設。」

絡攻擊。
根據勤業眾信今年初發布之《2020科技趨勢報告》
（2020 Tech Trends），工業物聯網（IIoT）雖對實現工業
4.0有巨大的助益，數位革命帶動IT和OT持續融合，也造

遠端線上作業情況增加，駭客更易得手

成遭駭客攻擊的風險急遽上升，各國在關鍵基礎設施的安

此外，專家指出，此次美國管線遭駭事件可能與遠距

全防護尚有進步空間外，也面臨著多重且不斷增長的數位

辦公有關。受限於疫情，許多工程師需要在家中遠端維護

威脅，舉凡國家支持與網軍團體、內部人士與第三方、駭

系統，才會讓駭客有機可趁。資安專家表示，許多小企業

客主義者皆有可能導致關鍵服務被入侵或破壞的風險。

因為遠距辦公而淪為網路勒索對象，儘管普遍規模不大，

趨勢科技研究也顯示，過去以為不會被攻擊的生產線

但因為案件層出不窮，若放任不管，恐積少成多，最終會

機台等OT（操作科技）設備，但因為與IT（資訊科技）連

對整體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結，製造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駭客攻擊。2020年10大勒索

由於新冠疫情讓遠端線上作業情況增加，使得針對

病毒家族都鎖定感染OT、工業控制系統（ICS） 為攻擊目

電子部門的駭攻史無前例地增加；資安機構Check Point

標，科技製造業也成為駭客發動勒索病毒攻擊的受駭者。

Research數據顯示，駭客每周平均攻擊美國公用事業260
次，3月以來平均每間公司遭受攻擊的機率增加50％，整

2020年全球十大遭駭產業

體駭攻自2020年初攀升。

單位：次數
31906

政府機構

疫情期間，全球39％公司因遠端工作遭駭客攻擊

銀行

此外，日經新聞刊載「2020年Acronis網路準備度報

製造

告」指出，在新冠肺炎流行期，全球39％的公司因使用遠

醫療

端連線程式進行工作或會議而遭到駭客攻擊。報導中也引

金融

4917

述Cybersecurity Ventures的調查估計，到2021年網路犯罪將

教育

4578

可能導致全球近6兆美元的損失。

科技

4216

而勒索軟體的危害也愈來愈嚴重。根據報導，去年丹

食品與飲料

3702

麥的ISS公司遭駭客加密企業資料庫，導致60個國家數十

石油氣與天然氣

2281

萬員工無法連接公司的網路服務，花費約一個月時間修

保險

2002

復，損失總額大約1億美元；美國跨國IT服務商Cognizant
也遭到勒索軟體攻擊，約三周時間才逐漸重建；英國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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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2
17071
15701

註：趨勢科技偵測各產業遭到勒索病毒攻擊的次數
資料來源：趨勢科技、Smart Protection Network、全球威脅情報網

市調機構Gartner預測，企業在2023年因為虛實整合
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s，CPS） 遭受攻擊造成的財
務損失將超過500億美元，企業受資安攻擊衍伸的相關賠
償、訴訟、保險、監管罰款等損失將持續擴大，OT安全
已成為製造業營運的一大挑戰。
美國網路安全公司帕羅奧圖（Palo Alto Networks）分
析發現，從2015年到2019年，勒索軟體的最高需求為1500

贖金金額
近年來，平均贖金支付(不包含公司的清除
費用)激增
$250,000

200,000

萬美元，2020年，這個金額增長至3000萬美元。犯罪集團
鎖定大企業作為狩獵標的，成為所謂的「Big game」。

150,000

全球「數位疫情」的推升

100,000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時期擔任國
土安全部最高網絡安全官員的Chris Krebs在國會就勒索軟

50,000

體作證時表示：「我們即將迎來一場全球數位疫情，推動

0

這場疫情的是貪婪、一個脆弱的數位生態系統以及不斷擴
大的犯罪產業。」
因此，美國司法部在今年4月成立一個特別工作組，

2019 Q2 Q3 Q4 2020 Q2 Q3 Q4 2021
數據來源：Coveware Inc.

目的就是遏制泛濫的軟體勒索行為，此舉反映出這種威脅

全局建議，企業應多管齊下預防被駭客勒贖，包括勤於更

有多嚴重。司法部計劃對支持網絡勒索攻擊的整個數位生

新軟體、定期修補安全漏洞等。

態系統（包括罪犯如何依賴數位貨幣來收取受害者的贖
金）採取行動，從而使網絡勒索不那麼有利可圖。
此外在交付贖金方面，易使用、加密因此難以追查的
虛擬貨幣出現，解決了以往網路犯罪集團最傷腦筋的隱藏

網路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執行助理主任戈德斯坦指
出，適當備份資料，能使企業在被駭客勒贖後，無須駭客
破解加密程式就恢復系統正常運作，「這是從勒贖軟體攻
擊復原最有效的方法」。

金流問題，除了盛行的比特幣（Bitcoin）之外，駭客也常

倫敦警察廳也建議民眾提高密碼強度、啟動多重驗

要求以匿名隱私幣的XMR支付贖金，因為XMR無法追蹤

證，且不要亂點不明網址；如果無法登入自己的email或是

交易，因此成為暗網常用的交易媒介。

社群帳號，請尋求該軟體的線上協助。總之，如果有收到
可疑郵件要記得通報官方。

如何降低被勒贖軟體攻擊的風險
安全研究人員表示，網絡攻擊的數量和規模都在上

駭客已升級，盡快打造資安防護網

升，目前全美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以遠程方式工作或上

無論是政府、企業或民間單位，皆應具備洞察全球威

課，有時候人們會在沒有企業或機構安全保護的情況下打

脅趨勢的敏感度，於早期規劃時置入資安措施，對既有資

開網絡的後門。而最不容易受到影響的是那些對系統進行

安缺口進行全盤檢視，才能制定有效的防護策略。

備份的企業，這樣它們就沒有支付贖金的壓力，但這樣做
的前期成本可能很高。
資安分析師指出，許多勒贖軟體攻擊是從普遍的資安
漏洞牟利。美國國土安全部旗下的網路安全及基礎設施安

特別是關鍵基礎設施涉及民生重要活動，經常成為國
家級駭客覬覦的目標，也因此大幅提高資安防護的困難程
度。未來關鍵基礎設施業者與大型企業將面臨更高的資安
風險。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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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篇

氣候變遷後果

看天吃飯的危機
台灣發生56年來最嚴重乾旱、電力供應不足及疫情肆虐，威脅半導體產業。目前全球面臨半導
體嚴重短缺，若最大供應地台灣生產停滯，可能為全球帶來風險。缺水問題，凸顯出台灣在面對氣
候變遷時需要痛定思痛的決心。
界經濟論壇每年發佈《全球風險報告》，監測人類

2021年生態風險展望報告（Environmental Risk Outlook

主要面臨的風險所在。依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

2021）中顯示，全球15億名城市居民面臨缺水、空汙、天

2021年《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 2021）顯

災等生態風險，且全球生態風險最嚴重的100座城市中，

示，除了立即的疫情考驗，不管從短程還是長程來看，環

亞洲就占了99座。其中，中國和印度分別占37座和43座；

境與氣候的風險都是我們不能迴避的難題，環境類的風險

中國與印度分別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中，「極端天氣（Extreme weather）」更連續五年穩坐可

印尼首都雅加達是全球生態風險最嚴重的城市；在全

世

能性最高的風險首位。

球生態風險最高的前20座城市中，印度占13座，原因是空
氣、水資源汙染嚴重。中國廣州與東莞面臨的天災風險最
高，原因是這些城市容易發生洪患，其次是日本的大阪和

亞洲生態風險，全球最高
英國風險顧問公司Verisk Maplecroft（VM）提出的

東京，主要是這兩座城市較容易發生地震，颱風也常侵襲
這些地區。

2021年全球風險格局

溫室效應風險帶來複合型天然巨災，如地震、風災、

按照發生概率排名的全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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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增溫已達1.2℃
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4月發表了《 2020年全球氣候狀況》（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0）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增溫已達
1.2℃。

2020年，非洲和亞洲許多地區發生暴雨和大面積洪

水資源壓力及降雨模式變更成為未知的風險

災。暴雨和洪災影響了大部分非洲薩赫爾和大角地區，還

國際信評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也表示，台灣擴大

引來沙漠蝗蟲爆發。印度及周邊地區、中國、韓國、日本

的乾旱現象顯示水資源壓力以及降雨模式變更可能成為遍

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在一年中的不同時間也發生異常大降

及價值鏈的財務風險，且政府可能必須做出在家庭和工業

雨。同時，嚴重乾旱侵襲南美洲許多地區，受影響最嚴重

之間進行用水限額分配的選擇。惠譽預期，氣候變遷會使

的是阿根廷北部、巴拉圭和巴西西部邊界地區。巴西的農

得這些挑戰在全球更加常見和棘手。

業損失估計約為30億美元，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的損

台灣的高價值出口導向產業，例如半導體製造，透過

失進一步增加。南部非洲部分地區，特別是南非北部和東

從缺水影響較少的地區運輸用水以繼續營運。在乾旱已對

部開普省，繼續長期乾旱，只有冬季降雨稍稍緩解2018年

作物造成負面影響的情況下，繼續對用水密集的農業供水

最嚴重的極端乾旱。

或會效果甚微，政府很有可能優先為科技園區提供用水。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區經濟學家吳卓殷表

台灣嚴重乾旱，對全球電子業不利

示：「從中期來看，能源和水的確是台灣的關鍵因素，不

在台灣晶片製造業者正努力填補全球半導體供貨短缺

僅對糧食安全，對於抓住半導體產業和相關投資的成長機

之際，台灣正遭受三重打擊：新冠肺炎疫情惡化，缺電危

會也都很重要。」凱基投顧經濟學家劉建志表示：「缺水

機以及長達一年來的乾旱衝擊農業、企業和能源供應。在

問題已存在一段時間，不只是出現在過去幾天。如果供電

政府努力遏制疫情的同時，水、電雙缺的緊張情勢，凸顯

無法滿足主要產業需求，那麼台灣的投資、出口表現將受

出台灣在面對氣候變遷時的脆弱性及長期挑戰。

侵蝕。」

台灣原本應該是全球降雨量最多的地區之一—台灣北
部和中部屬亞熱帶氣候，南部屬熱帶氣候。夏秋兩季常

全球晶片供應，曝險於台灣30年未更新的水電基建

有颱風，也有季風。但去年發生不尋常的事：沒有颱風登

日經新聞則引述專家看法指出，台灣決策者應該要對

陸，而且很少下雨。這使台灣陷入56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台灣基礎建設有長達50年的規畫，以因應氣候變遷的威

許多水庫的蓄水量不到20％，有些水庫的水位甚至低於

脅。缺水缺電，凸顯台灣雖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先進晶片供

10％。

應來源，幾個關鍵的基礎建設卻相當薄弱。中央大學資訊

BBC報導，若台灣水庫面臨嚴重的乾涸，則可能對全
球電子業不利。因為全球消費者使用的許多產品都依賴於

電機學院院長林法正則表示，台電必須全面調整年度歲修
的規畫，並納入氣候變遷等沒考量到的因素。

台灣公司製造的半導體晶片。全球最高端的晶片約有90％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吳瑞賢指出，台灣需

在台灣生產。這些晶片對呼吸機和智能手機等各種產品至

要長程的基礎建設規畫。大型基建從規劃到完成要花上10

關重要，而新冠疫情使其需求高漲，供應緊張。

年甚至20年之久。他說：「台灣需要的是為電力做未來30

美國正在擔心自己過度依賴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晶片

年到50年的長遠開發規畫，不受政權交替的影響。」

工廠。晶片行業對台灣的整體經濟貢獻很大，但需大量的

此外，台灣美國商會6月下旬公布「2021台灣白皮

水來清洗晶圓。為確保供水，台灣政府去年停止了對7.4萬

書」，也針對台灣能源議題方面提出建議。美國商會說，

多公頃農田的灌溉。

近期遠距工作增加、缺水造成的水力發電供給不足與提前

台積電和其他晶片製造商正為最壞的情況做打算。他

到來的炎熱天氣，造成短暫供電問題，再次凸顯台灣長期

們正在回收更多水，台積電稱其回收率超過86％。該公司

能源自給的議題。為維持跨國科技業來台以及台商回流投

還整車從建築工地和其他地方買水。台積電表示目前其運

資，在2025年再生能源政策上，台灣需要百分之百確保未

營還未受到影響。

來能有充足的能源供給。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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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雲

貝佐斯與馬斯克的
富豪太空競賽
全球前兩大富豪貝佐斯（Jeff Bezos）、馬斯克（Elon Musk）紛紛跨足太空領域，兩人的太空競
賽從部署網路服務的衛星鏈、登陸火星、太空載人計畫到太空觀光事業，種種跡象皆顯示太空市場
所涉及的收益遠超乎想像，不僅是接政府委託案外，SpaceX和藍色起源（Blue Origin）也推出太空旅
遊等，未來太空大戰只會益趨白熱化。
佐斯（Jeff Bezos） 和馬斯克（Elon Musk）分別是

探索企業。在全球太空競賽當中，不時可見他們各自積極

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及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爭搶美國軍方或太空機關的合約。

貝

57歲的貝佐斯創立航太公司「藍色起源」（Blue

（Tesla）的創辦人。

Origin），他將在7月5日卸下亞馬遜執行長一職，打算花
更多時間在藍色起源等其他計畫上。49歲的馬斯克則創立

富豪的太空競賽
他們倆也是「富比世」（Forbes）雜誌2021年全球富
豪榜的前兩大富豪。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以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和其他科技企業，包括一家
專門研發如何將人腦和電腦相互連結的公司。

1770億美元的淨資產，連續第四年成為世界首富；特斯拉

他們兩人的最新太空競賽發展，則是在今年四月美國

執行長馬斯克以1510億美元的淨資產位居第二。從本世紀

國家太空總署（NASA）宣布，由馬斯克領軍的SpaceX贏

初開始，兩人皆將個人龐大財富的一部分投入私人的太空

得這份29億美元合約，為「阿提米絲」計畫（Artemis）打

兩大富豪的太空競賽
名字

貝佐斯（Jeff Bezos）

馬斯克（Elon Musk）

起家

電商巨擘亞馬遜（Amazon）創辦人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 創辦人

資產

1770億美元，連續第四年成為世界首富

1510億美元，位居第二

太空公司

藍色起源（Blue Origin）

SpaceX

衛星寬頻
網路

古柏計劃（Project Kuiper）

星鏈（Starlink）

載人計畫

太空人搭乘SpaceX天龍太空船（Crew Dragon），成功
預計在2021年7月20日啟動首趟載人上太空的 夜降美國佛州外海，成為NASA超過50年來首次夜降海
飛行任務
上。NASA和SpaceX合作，首次完成正式的商業載人計畫
（CCP）。（2021年5月2日）

火星計畫

亞馬遜雲端服務（AWS）協助NASA將好奇號
（Curiosity）在火星過程裡所拍攝的照片，即
時向世界公開，在小行星重定向任務（Asteroid 「星艦」（Starship）高空測試「首度完整降落」（2021年
Redirect Mission）中，AWS也提供雲端計算與 5月6日）
模擬。可說是沒有雲端服務，NASA就無法順利
達成任務。

衛星登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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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E-1 衛星將透過各種攝影機、感應器搜集月球的空間
情報，預計 2022 年第一季隨著 SpaceX Falcon 9 火箭升空
到達月球。

造太空船，目標是在2024年前載人重登月球；人類上回登

衛星網路，雖然仍在驗收測試階段，但已擁有1萬多名用

陸月球是1972年的阿波羅17號任務。SpaceX擊敗的對手包

戶，除了原有的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本月又再開放紐

括貝佐斯旗下的藍色起源（Blue Origin）以及應用科學與

西蘭、澳洲、墨西哥地區預購，讓身處偏遠、還沒有網路

資訊科技公司Dynetics。

能使用的用戶，能夠享有高速網路，也讓一般民眾透過

4月底，藍色起源向美國政府問責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ﬁce，GAO）提出抗議，指控NASA在最後

「星鏈」位於近地軌道、能有效縮短訊號延遲的特色，享
受更即時的視訊、線上遊戲。

一刻更改合約得標的條件。就在藍色起源、Dynetics大動

SpaceX公司的「星鏈」（Starlink）計劃是透過近地

作抗議之後，NASA也發表聲明，強調「NASA與SpaceX

衛星群提供互聯網接入的服務，馬斯克宣稱這將解決鄉村

的人類登陸系統（HLS）合約暫時擱置，直到問責署釐清

地區上網難的問題。衛星上網有望彌補鄉村與城鎮之間的

所有和這筆合約有關的訴訟爭議。」

數字鴻溝，不再受制於傳統的電纜和光纖式網絡。除此之
外，大量家庭在挑選網絡服務供應商時，可以不再受地理

馬斯克的太空事業進展顯然占上風
目前，顯然是馬斯克的太空事業進展顯然占上風。

位置約束，選擇面變得更廣，這也意味著，傳統電信企業
將可能因此面臨用戶、收入乃至企業價值的流失。

SpaceX已在地球軌道部署近1000顆衛星，而貝佐斯承諾砸

SpaceX的「星鏈」（Starlink）衛星寬頻服務，至今已

100億美元架設的古柏（Kuiper）衛星鏈則一枚都還未升

發射超過1,000枚衛星，並開始在英、美和加拿大招攬顧

空。

客。根據SpaceX，這是個造價1兆美元的市場，涵蓋飛機

法國智庫「戰略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Strategic

與海上網路，也可滿足中國與印度的需求

Research）的太空專家巴斯可（Xavier Pasco）指出，
NASA持續將補給國際太空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亞馬遜Kuiper系統，尚無在軌衛星

和運送太空人往返的任務交給SpaceX，顯示已對這家企

相較之下，貝佐斯目前帶領的亞馬遜公司旗下「古柏

業培養出信心。反觀藍色起源公司則尚未達成這「重要一

計劃」（Project Kuiper）雖仍在研發階段，但已成功設計

步」。

出比一般衛星天線體積小三倍的全新客製化天線，亞馬遜
相信，更小的天線代表更低的售價、更簡易的安裝，將有

衛星寬頻的競賽：Starlink vs. Kuiper
5G時代來臨，衛星通訊將成為翻轉全球通訊行業的
新趨勢，例如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投資的太空服務公司

助於偏遠地區的使用者。FCC批准Kuiper的數量是3,200顆
衛星，而亞馬遜設定的目標是到2026年至少布署一半以上
的衛星群，但尚未公開發射時間表。

SPACEX、亞馬遜、臉書等大廠，都投入建置低軌道衛
星。

亞馬遜網路服務（AWS）也積極進軍太空領域

為了將高速寬頻網路帶到網速過低（或者根本沒有網

但這不代表亞馬遜就是輸了，因為對亞馬遜來說，布

路）的地區，SpaceX和亞馬遜等企業正爭相建立在低地球

署Kuiper衛星群，並不僅僅只想提供寬頻電信服務而已。

軌道上的衛星群。SpaceX的Starlink迄今已有超過千顆在

亞馬遜網路服務（AWS）也正在積極進軍太空領域。

軌衛星，預計每兩週發射60顆。在圍繞地球旋轉的所有活

例如，1月底SpaceX順利完成今年首次的衛星共乘任

躍衛星中，約有三分之一都是SpaceX的衛星，而這只是開

務，被稱為「Transporter-1」。除了該公司自己的Starlink

始。目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批准SpaceX布署1.2

外，在獵鷹九號（Falcon 9）上，還搭載了來自各國共143

萬顆衛星，未來可能批准到3萬顆以上。

顆小型衛星，其中有115顆是亞馬遜網路服務（AWS）

馬斯克帶領的SpaceX公司旗下「星鏈」（Starlink）

公 司 的 客 戶 ， 它 們 有 的 使 用 AW S 的 地 面 站 （ G r o u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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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有的則用AWS雲端計算工具，如人工智能和機

提供無處不在的衛星寬頻，正是讓偏遠地區居民上網的最

器語言（AI/ML）、高級分析、數據存儲、分佈式網絡、

後一哩路。

高性能計算或數十種其他高級雲功能。
地面部分是企業往其太空資產的關鍵鏈接。因此亞馬

載運人類到外太空

遜在既有的軟體即服務（SaaS）、平台即服務（PaaS）和

5月2日，在外太空進行近6個月任務的四位美日太空

基礎架構即服務（Iaas）三種概念外，更發展出地面站即

人搭乘SpaceX的天龍太空船（Crew Dragon），成功夜降美

服務（Ground station as a service），讓客戶無需建立地面

國佛州外海，成為NASA超過50年來首次夜降海上。這更

站或簽訂長期合約，而是根據需求使用AWS地面站，在短

是NASA和SpaceX合作下，首次完成正式的商業載人計畫

期內處理天象或自然災害等特殊事件。

（Commercial Crew Program，CCP）。

雖然Kuiper還未正式運作，但業界普遍認為，未來
Kuiper上線後，可成為將數據導入AWS的中間體，並垂直

這次天龍號成功降落，無疑讓SpaceX創辦人的馬斯克
更加鞏固自家公司作為NASA商業運輸夥伴的重要地位。

整合到亞馬遜生態系統的其餘部分，像是機器學習、數據
分析等AWS服務。換言之，衛星群加上雲端計算、地面站
等基礎設施，正是亞馬遜極具競爭優勢的生態系統。

馬斯克深信殖民火星將是人類未來希望
馬斯克的SpaceX持續拓展火星登陸計畫，火星殖民艦
「星艦」（Starship）原型艦「SN15」在5月6日進行第5度

沒有AWS雲端服務，NASA無法順利達成任務
美國NASA在2016年的演講中，曾就NASA如何運用雲

試飛，順利著陸且沒有爆炸，是星艦高空測試以來「首度
完整降落」。

計算以探索外太空時表示，亞馬遜的雲端計算對探索太空

SpaceX也乘勝追擊，向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星

至關重要。好奇號（Curiosity）在探索火星過程裡所拍攝

艦」軌道飛行測試計畫。申請內容指出，搭載助推器「超

的照片，就是靠AWS的服務才能做到即時向世界公開，而

重型」（Super Heavy）的星艦將從德州博卡奇卡研發基地

在小行星重定向任務（Asteroid Redirect Mission）中，AWS

升空，超重型後續會分離，預計降落在墨西哥灣。SpaceX

也提供雲端計算與模擬，可說是沒有雲端服務，NASA就

正就此計畫和FCC、美空軍、太空總署NASA及美國聯邦

無法順利達成任務。

航空總署協調中。
依照執行長馬斯克先前規劃，星艦能在2022年展開軌

雲端結合衛星的時代來臨
雲端結合衛星的時代來臨，代表著產業間的競爭加
劇。例如FedEx與微軟（亞馬遜在雲計算市場上的最大

道燃料補充測試，接著配合每26個月發生的火星衝（太
陽、地球、火星排成直線），於2024做好準備把載運物資
的星艦送往火星。

競爭對手）合作，使用Azure雲端抗衡AWS；有些則是

馬斯克深信殖民火星將是人類未來的希望，因此需要

盡可能廣泛地擴大夥伴關係，如康斯伯格衛星服務公司

降低太空旅遊成本，SpaceX可重複使用的火箭，有效地將

（KSAT）已加入Azure Orbital生態系統，但也表示其部分

最近一次的發射成本大幅降低到5,000萬美元。馬斯克的

用戶仍使用AWS。

願景是在2026年，使用「星艦」（Starship）火箭首次運送

亞馬遜最大的勁敵仍是SpaceX和微軟（去年馬斯克
與微軟結盟，利用微軟Azure平台提供衛星啟動的網路服

人類登陸火星，並在2050年，累積載運100萬人類移居火
星。

務），特別是當衛星寬頻服務漸趨白熱化的此刻。根據聯
合國調查，世界各地約有38億人無法連結網路服務，大部
分是由於當地基礎建設不足所致，對亞馬遜等企業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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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佐斯預見人類移居到外太空的夢想
貝佐斯在卸任亞馬遜執行長後，重心將移到他一手創

建的藍色起源（Blue Origin）公司，公司願景是「建造一
條到外太空的路，讓子孫能藉此建造未來 」，讓未來的人
類能夠利用外太空的資源和能源，貝佐斯甚至已預見將有
一兆人類移居到外太空。
儘管藍色起源創建於2000年，比SpaceX早兩年，但尚
未成功載運人類到外太空，外界懷疑它的進度大幅落後對
手，但藍色起源認為，一步一步踏實前進或許比較慢，但
是「慢」代表「平順」，而「平順」則將帶來「快速」。

藍色起源啟動首趟載人赴太空的飛行任務
此外，藍色起源（Blue Origin）最近宣布，將在7月20
日啟動首趟載人赴太空的飛行任務，除了貝佐斯本人及其
兄弟馬克（Mark）外，還將開放拍賣一個座位給平民，得
標者可乘坐「新謝帕德號」（New Shepard）火箭進行太空

▲SpaceX總部，攝於2017年，左側火箭推進器為世界上第一枚著陸
的火箭推進器B1019

之旅。這將會是太空旅行競賽中劃時代的一刻，開啟私人

錄，因此將DOGE-1衛星載送升空，也代表獵鷹9號火箭邁

商業太空之旅新時代。

向新的里程碑。

金融時報報導，如果這趟航行成功，將是第一趟搭
載平民飛越卡門線（Kármán line）到外太空的商用太空飛
行。卡門線被視為是外太空與地球大氣層的分界線，距離
地表約100公里高空處。

全球太空產業規模將會成長至數兆美元
太空生意其實是人類商業活動最後的邊疆、尚未開發
的沃土，高盛在一份報告中描繪了這樣的場景：人們或許
可以到小行星上去挖金礦、找稀土；在外太空喝著咖啡欣

SpaceX敲定登月計畫啟動時程
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則宣布，將啟動
「DOGE-1衛星的登月計畫」。DOGE-1是一個重達40公斤

賞地球；充分利用地球外充足的空間來發展3D列印。在這
個尚未被探索的領域，龐大的利潤正在逐漸浮出水面，未
來20年間，其行業規模將會成長至數兆美元。

的立方體衛星，將於2022年第一季由獵鷹9號火箭（Falcon

全球太空產業也和過往由政府主導的時代大不相同，

9）載送升空，而DOGE-1的主要任務是「透過感測器和鏡

私人企業紛紛搶進。除了貝佐斯、馬斯克的相互競賽外，

頭並加以運算後，進而獲得更多月球的空間資訊」。資助

維珍航空創辦人布蘭森（Richard Branson）、Google共同

此項登月任務的能源公司Geometric Energy Corporation表示

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甚至連臉書創辦人祖克柏也都

將以密碼貨幣狗狗幣（Dogecoin）支付，而馬斯克也透過

大幅度投資太空產業，加上老牌公司波音不斷致力於軟硬

Twitter表示樂見其成的態度。

體的創新，專家普遍認為，太空旅行的夢想將更快實現、

SpaceX商業銷售副總湯姆．奧欽諾（Tom Ochinero）
表示，DOGE-1登月任務不僅實現加密貨幣在地球軌道之
外的應用，更將為行星際貿易奠定基礎。

旅行成本將更為降低。
誠如維德布什證券（Wedbush Securities）分析師艾夫
斯（Dan Ives）預測，太空「貨幣化」很快就會啟動，這

馬斯克在2018年曾說獵鷹9號火箭的設計目的是要進

是一個數兆美元的商機。艾夫斯說，貝佐斯和馬斯克都心

行10次或以上的飛行，而且每次飛行之間都無需進行翻

知肚明，究竟誰會在這場太空戰役中勝出？未來一兩年內

新。獵鷹9號火箭目前已有10次成功將衛星帶上太空的紀

就會分曉。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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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影音市場的
聯盟與抗衡
串流事業已成為娛樂產業的主流，傳統媒體集團競相擴大規模，力抗大型科技公司。近期華納
媒體與Discovery合併，以及亞馬遜砸84.5億美元收購米高梅，串流影音大戰掀起整併潮，促使各大
串流業者擴大增強資產，以便在串流媒體驅動的娛樂界中擁有競爭力。

2020

年徹底改變了影音串流市場的局勢，在

新公司也將著重電影、電視，以及網路串流服務三

家追劇從人們的休閒選項之一，變成居

個主要平台發展，結合原本華納媒體與Discovery旗下擁

家必備娛樂。疫情之下，宅經濟崛起，串流平台的競爭也

有內容資產，另外更預期藉由原創內容帶動更大營收成

日益加劇。隨著Netflix多年來稱霸串流影音市場，全世界

長機會。因此，新公司將擁有HBO、華納兄弟影業、DC

最大型媒體和科技公司一直尋求靠自家資產內容及服務以

Comics、CNN、卡通頻道、透納廣播公司等資產，以及

在串流影音市場也能分一杯羹。

包含源自Discovery集團的Discovery頻道、HGTV、Food

過去一年半來，迪士尼的Disney+、蘋果推出

Network、Eurosport、TLC、動物星球等頻道內容。

Apple+、HBO Max以及華納媒體、Comcast、Discovery

AT&T 表示，新成立的公司將能增加投資原創內容和

等，都陸續推出串流平台。Netﬂix 也在全球突破 2 億用戶

節目，為獨立創作者創造更多機會，同時也能為客戶提供

大關，Disney+推出以來，已吸引1.04億用戶，這些強勁的

創新的視覺體驗。同時這項合作案也整併兩間媒體的優

競爭者讓各大集團紛紛報團取暖，以便在娛樂領域的未來

勢，以打造全球最大串流媒體之一，進一步擴大直接面對

也能掙得一席之地。

消費者（Direct to Customer，DTC）的營運模式。

華納媒體與Discovery合併，打造1,500億美元

相互聯姻．擴充串流媒體影片服務內容資源

串流巨獸

Discovery擁有旗艦頻道Discovery Channel、TLC和

由於愈來愈多消費者捨棄有線傳統電視服務，轉向

Animal Planet等頻道，在非劇本類和紀實類節目領域佔據了

網路串流或衛星電視服務，AT&T和Discovery都正面臨

主導地位。這宗合併交易有望推動Discovery在流媒體方面

艱鉅挑戰。美國電信商AT&T在5月中旬正式宣布，將分

一展抱負，使Discovery能夠獲得WarnerMedia擁有的大量電

拆旗下華納媒體（WarnerMedia），同時華納媒體也將

視劇內容和經典節目。這兩家媒體公司試圖通過聯姻來保

與Discovery 公司合併，以合併後的新公司「華納兄弟

護自身免被傳統付費電視市場的衰退所拖累，並擴充其流

Discovery」 （Warner Bros. Discovery），共同打造價值約

媒體影片服務的內容資源。

1,500 億美元的串流媒體巨擘，以期在串流媒體領域以更
大本錢挑戰Netﬂix、迪士尼等競爭對手。

AT&T最早在2016年以854億美元價格收購時代華納
（Time Warner），雖然後續遭美國司法部以危害市場競

據協議內容顯示，合併後的新公司將由Discovery總裁

爭，將使消費者權益受損為由提出訴訟，但最終仍由法院

暨執行長 David Zaslav 領導；AT&T股東將持有新公司的

裁定整筆交易並未構成壟斷，因此讓AT&T順利收購時代

71％股份，Discovery則持29％股份，AT&T 將會獲得 430

華納，並且以華納媒體成為旗下子公司。

億美元現金。預計新公司到2023年收入約520億美元，調
整後EBITDA約14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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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Media-Discovery交易將受到監管審查，預計會
在2022年年中完成交易。兩家公司的電視頻道吸引了大約

30％的有線電視觀眾，並且都在不斷增長的訂戶基礎上運

Bond）系列，洛基（Rocky）、機器戰警（RoboCop）和

營新生的流媒體服務。HBO和HBO Max總共擁有約4,400

粉紅豹（Pink Panther），還有有線電視頻道Epix，製作過

萬訂戶。每月$ 4.99的Discovery +在全球擁有約1500萬訂

的受歡迎電視節目包括影集「冰血暴」（Fargo）、「維

戶。

京傳奇」（Vikings）和實境節目「創智贏家」（Shark

華納媒體與Discovery合併成為新公司，雙方預期將能
使更多的串流影音服務帶到全球市場，並且推動更大成長
機會。

Tank）。
亞馬遜的影音線上串流播放服務Prime Video面臨
一長串競爭者，包括Netflix、迪士尼（Walt Disney）
的Disney+、HBO Max和蘋果公司（Apple Inc）的

亞馬遜砸84.5億美元收購米高梅，擴大串流影音

AppleTV+。這些企業都正在提高預算及擴大國際市場，盼

版圖

抓住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下出現的線上

串流影音市場並不寂寞，在WarnerMedia-Discovery宣
布交易後，接著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Amazon）在5月底

追劇收視人潮。
亞馬遜Prime

Video暨亞馬遜製片公司

宣布，以84億5000萬美元收購007系列電影製作公司米高

（AmazonStudios）高級副總裁霍普金斯（Mike Hopkins）

梅（MGM）。藉此取得龐大影視內容庫、強化與其他串

表示：「這起交易真正的財務價值是智慧財產寶藏，蘊藏

流平台競爭。這也是亞馬遜在2017年以接近140億美元代

在我們打算和才華洋溢的米高梅團隊攜手重新構思與開發

價買下連鎖全食超市（Whole Foods）後的第二大手筆收購

的深厚片庫。」

案。
米高梅全名「大都會高德文梅爾」（Metro Goldwyn

收購米高梅．提升亞馬遜製作原創電影和電視節目能力

Mayer），創立於1924年，目前是由多家私募股權公司共

執行長貝佐斯（Jeff Bezos）表示，收購米高梅之後不

同擁有，包括Anchorage Capital Group、Highland Capital

僅亞馬遜可獲得更豐富的內容資產，讓線上串流影音服務

Management、Solus Alternative Asset Management等。除了擁

Prime Video的會員可觀看更多經典電影，更重要的是將快

有電影、電視節目和知名虛構角色版權，如龐德（James

速提升亞馬遜製作原創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能力，強化和

▼隨著Netﬂix多年來稱霸串流影音市場，全世界最大型媒體和科技公司一直尋求靠自家資產內容及服務以在串流影音市場也能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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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和迪士尼的競爭力 。貝佐斯強調米高梅MGM擁有

所在，但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三季相比，人們看Netflix的

眾多廣受歡迎的內容產權，收購米高梅後將使亞馬遜影城

時間下降了5％，跌幅很大，其他串流平台如Disney+、

（Amazon Studios）有能力開發、製作更多大IP項目。

Hulu、Amazon Prime的觀看時間也都微幅下降。

亞馬遜在電影、電視營運、賽事直播等領域已投入大
筆資金，以支持旗下影音平台對Prime會員提供的內容，

投資內容已成是否持續成長的關鍵

光去年在串流影音與音樂服務的內容方面就砸了110億美

強大的原創節目製作和豐富的影視資源是吸引客戶使

元左右。亞馬遜目前正在製作「魔戒」影集，第1季的預

用流媒體服務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資內容已成為一間串

算為4.65億美元。亞馬遜3月還敲定一項長期協議，以平均

流公司能不能持續成長的關鍵。

12億美元的年費取得職業美式足球（NFL）周四夜賽串流
的轉播權。

對Netflix和Disney+來說，去年疫情爆發時，許多原創
內容製作被迫中斷，導致今年上半年新節目變少。

收購米高梅有助於Prime Video從藝文小眾市場，轉向

Netflix表示，今年它將注資170億美元在內容，

發展更具大眾吸引力的內容，讓更多Prime會員加入，並

Disney+和HBO Max分別將投資20億美元在內容上。此

持續與Netflix、Disney+等競爭。市場分析師更認為，這筆

外，剛宣布合併的WarnerMedia及Discovery也表示，合併

交易還能用來發展亞馬遜的廣告業務。不過，即使每年在

後的公司每年將在內容上花費約200億美元。

內容製作上花費數十億美元，媒體業務在整個亞馬遜帝國

鑑於媒體領域競爭對手紛紛為自己的流媒體平台提

中仍占很小的一部分。Prime會員大部分是使用免費隨附

供節目，Netflix開始在原創內容上投入更多資金。例如，

的Prime Video，全球目前則有超過2億人付費訂閱Amazon

今年早些時候，NBCUniversal將電視劇《辦公室》（The

Prime服務；而過去這2020年，則有超過1.75億的Prime 會

Ofﬁce）從Netﬂix上撤下來，放在自己的Peacock平台上。

員觀賞其電視節目與電影。

Netflix該公司也正面臨著迄今最大的競爭威脅。華特

這筆交易突顯出，隨著新媒體形態快速成形，網路巨

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的Disney+僅推出約一

人正加速整合內容製作能力，才能佔據下一個主導地位。

年半的時間，目前在全球已擁有大約1億會員。包括美國
電話電報公司（AT&T）的HBO Max、蘋果公司（Apple）

Netﬂix與Disney＋新訂戶成長趨緩
娛樂巨頭迪士尼（Disney）5月中旬公布新一季財報，

的Apple TV+和亞馬遜公司（Amazon）的Prime Video在內
的其他競爭對手紛紛為內容投入巨資，推高了節目成本。

其中，串流平台Disney+新增加訂戶數少於400萬，使總訂
戶數量比原本華爾街預期的少了1千萬。這是繼4月串流龍
頭Netflix公布新增訂戶放緩後，再一引人注目的影視平台
成長動能低於預期。

Netﬂix與Disney+ 都搶與SONY合作
最近，Netflix藉由收購和版權交易來擴大內容庫。
Netﬂix與Sony Pictures 達成了一項為期五年、價值遠超10億

串流平台成長是因為疫情，現在增長放緩部分也是因

美元的協議，Netflix將從2022年開始擁有索尼院線電影的

為疫情。許多國家的消費者開始擺脫疫情相關封鎖措施的

流媒體播放版權。Netflix還斥資4.4億美元購買了由克雷格

影響，同時流媒體領域的競爭也在加劇。

（Daniel Craig）主演的電影《利刃出鞘》（Knives Out）

根據美國收視率觀測公司TVision，2020年10月開始，

的兩部續集製作權。

美國人花在傳統電視的時間逆勢增加。相較之下，2020年

Netflix原創內容廣受好評，出品的電影獲得了36項奧

4月疫情剛爆發時，串流平台成為人們的最愛，現在人們

斯卡提名，其中兩部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提名，分別

花在上頭的時間大多下滑。

是《曼克》（Mank）和《芝加哥七君子審判》（The Trial

例如，Netflix雖然是各影視選項中人們花最多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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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hicago 7）。

不 讓 N e t f l i x 專 美 於 前 ， 華 特 迪 士 尼 公 司 （ Wa l t

2020年全球串流媒體會員總數超過11億

Disney）也和Sony Pictures進行一項為期多年的授權協議；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的數

根據該協議，在Sony的新影片經過在Netflix 的首映期之

據，去年全球的串流媒體服務會員總數超過11億，較2016

後，華特迪士尼將獲得這些影片的流媒體播放權，協議的

年時不到4億的數量大幅增長。這種增長得益於Netﬂix在海

期限將從2022年持續到2026年。

外擴張、迪士尼+串流媒體服務的推出，以及新冠疫情導

該協議還授予迪士尼播放索尼影片庫裡其他電影的權

致許多人被迫居家。

利，包括廣受歡迎的《蜘蛛俠》系列。雖然蜘蛛俠的角色
曾出現在迪士尼的《復仇者聯盟》（Avengers）電影中，
但《蜘蛛俠》系列是索尼擁有的一個獨立實體。

Netﬂix今年前三個月，89％來自美加以外地區
Netﬂix在4月發表的季度業績顯示海外業務的重要性。
Netﬂix表示，在今年前三個月新增的近400萬客戶中，89％

串流媒體大戰海外市場

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地區，第一季度收視率最高的

隨著美國市場趨於飽和，科技公司和好萊塢電影公司

新劇是《亞森·羅賓》（Lupin），這是一部以巴黎為背景

越來越希望擴大其海外串流媒體服務，投入更多的資金製

的驚悚連續劇，靈感來自於文學作品中的一個紳士大盜角

作當地本土影片，以開發潛在的海外訂戶。

色。

最佳範例就是Netflix。Netflix不斷地拓展海外原創內

此外，迪士尼正在開發的新內容中有24％是在海外製

容。根據媒體評估公司Ampere Analysis的數據，Netflix正

作的。截至3月中旬，Disney+的內容只有3％源自美國之

在開發的新內容中約有一半在美國以外制作，截至3月中

外。迪士尼在59個國家提供服務，並在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旬，非英語內容約佔38％。在韓國，Netflix最近宣布將投

裡獲得了超過1億用戶。

資5億美元製作韓語內容。

迪士尼在去年12月的投資者日活動中說，到2024年每

Netflix預計今年在內容上的支出將超過170億美元，

年將為Disney+的內容支出高達90億美元，其中包括50個國

2018年至2020年，該公司對非英語原創內容的投資增加了

際項目。迪士尼後來又在2月宣布為法國、義大利和德國

一倍。Netflix的服務現已覆蓋190多個國家，在全球擁有2

等打造10個歐洲項目。

億多用戶。

亞馬遜工作室（Amazon Studios）的國際原創內容負

華 特 迪 士 尼 公 司 （ Wa l t D i s n e y ） 和 亞 馬 遜 公 司

責人法雷爾（James Farrell）表示，在亞馬遜，製作中的原

（Amazon）等公司也紛紛效仿，通過全球串流媒體平台

創本地語言內容數量自2017年以來每年都增加一倍。法雷

直接面向消費者，並大舉投資，製作具有文化特色的本

爾說：「如果希望日本或巴西的服務取得成功，就必須有

地語言內容，以吸引訂戶。今年Disney+準備登陸馬來西

日語節目和巴西語節目。」

亞、泰國和拉丁美洲市場，繼續和Netflix爭奪全球串流霸
主地位。
海外製作節目的熱潮，催生了一波以印度語、法語、
葡萄牙語、德語和波蘭語等眾多語言拍攝電影和電視劇的
歷史性熱潮。
對全球化內容的重視為國際製作人和故事講述者創造
了更多工作和競爭，同時也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
時代中，好萊塢製作的美國內容在全球娛樂行業中的地位

亞馬遜最近表示，該公司Prime服務擁有逾2億用戶，
2020年串流媒體影片的國際用戶數量比前一年猛增了80％
以上。
與亞馬遜一樣，為吸引海外會員，AT&T 旗下的HBO
Max和蘋果的Apple TV+等其他美國串流媒體競爭對手都在
增加對海外市場本地語言內容的投資。
Apple TV+已在100多個國家推出，HBO Max計劃到今
年年底將串流媒體服務擴展到超過50個國家。 華

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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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位資產
NFT非同質代幣
比特幣炒作已久，現在NFT（Non-Fungible Token）又掀起一波追捧，特殊收藏品、藝術家與運
動玩家紛紛為之瘋狂。據CoinGecko統計，目前已發行的NFT總市值（包括藝術、遊戲、可收藏品等
在內的所有種類）已高達47億美元。但也有人認為NFT只是一場現代版「鬱金香狂熱」，絕大部分作
品終將一文不值。
球知名藝術拍賣行佳士得（Christie's） 今年3月首

賽蘿涵（Lindsay Lohan）和嘻哈饒舌歌手醬爆弟弟（Soulja

度拍賣NFT藝術品，首個作品作者為美國數位藝術

Boy） 都發行了音樂、數位藝術、甚至黑膠唱片的NFT。

全

家Mike Winkelmann（Beeple）所創作的《Everydays – The

這些以NFT形式銷售的新聞，自今年初即佔據新聞版

First 5000 Days》，上網5天出價飆破300萬美元，最終以

面，幾乎天天報導藝術家、名人透過這個區塊鏈應用，高

6900萬美元天價售出。佳士得將NFT的概念從加密貨幣的

價賣出作品（其實是作品擁有證明）的故事。究竟什麼是

小眾領域帶入了全球主流藝術界。

NFT？

推特創辦人傑克．多西（Jack Dorsey）也以NFT拍
賣起15年前他的第一條推文，最終以290萬美元的天價賣

NFT（Non-Fungible Token）具獨一無二特性

出。葛萊美獲獎者，搖滾樂團里昂王族（Kings of Leon）

NFT （Non-Fungible Token）是「非同質代幣」，也就

將他們的最新專輯以NFT形式發布。電音女伶Grimes、琳

是「同質代幣」（Fungible Token） 的對比。所謂同質，

▼全球知名藝術拍賣行佳士得（Christie's） 今年3月首度拍賣NFT藝術品，首個作品作者為美國數位藝術家 Mike Winkelmann （Beeple）所創作
的《Everydays – The First 500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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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每顆特質一模一樣，可完全互相取代。不管是紙鈔、

加密藝術是NFT中發展得最茁壯的一支，藝術品已經

硬幣，或是區塊鏈上的比特幣、以太幣，乃至目前為止絕

在區塊鏈上以數百萬美金的價值被賣出。它透過運用區塊

大多數加密貨幣，都屬同質代幣，每一個單位皆等值、相

鏈技術來服務或創造數字藝術作品，實現藝術品在虛擬空

同；而非同質代幣則每顆雖然近似，但卻並不盡然相同，

間的展示與交易，這讓藝術投資得以超越傳統的物質形

因此無法互相取代。

式，也使得收藏數字藝術品成為可能。NFT買家所追求的
並不是藝術品或資產本身，而是「所有權的證明」。

NFT讓收藏品所有權數位化證明無法竄改

這些買家像是把藝術品放在博物館的藝術收藏家一

同質的比特幣等加密貨幣，解決的是人類社會價值儲

樣，把他們的財產陳列在網路上供人觀賞。NFT交易是藝

存與交易介質的數位化問題。換言之，同質代幣就是數位

術愛好者表達他們對網路藝術家喜愛程度的一種方式，同

通貨。

時以財力支援這些藝術家。

NFT要解決的，則是特殊收藏品所有權證明的數位化
問題。當購買實體限量商品時，常會附有紙本所有權證

猩猩8位元頭像圖檔，每張要價100萬美元

書，但由於科技發達，紙本證明很難驗證。NFT則是運用

近幾個月在Twitter 上常看到參與加密貨幣社群的有名

區塊鏈獨特的特性，把證明數位化。記錄在區塊鏈上的交

Twitter主，將頭像換成一個像素圖示，而這通常代表他剛

易歷史，幾乎無法竄改，資料公開透明，因此發展出的擁

剛買那張 CryptoPunks，近來賣得最好的三個頭像都擁有

有證明牢不可破，人人可自行查閱，公信力大增。

Ape這個特徵，取得價格都在100萬美金以上，NFT的大收
藏者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社群運動，但換句話說，這也可能

稀有或具有收集價值都能用NFT被區塊鏈認證

是新的資產階級展現自己能力的方式。

正因為每個NFT都是獨一無二，所有交易紀錄和擁有
證明都紀錄在區塊鏈上。所以 NFT 具備了收藏的價值，不

北美四大運動也跨足NFT

論是文字、影片、音樂、插畫、數位藝術品、數位遊戲領

從影響世界籃球熱潮的NBA、棒球迷心中指標MLB，

域應用等各種可以數位形式發行的商品，只要具備收藏價

到叛逆少年熱愛的摔角品牌WWE，甚至整個北美4大運

值，都有可能以NFT的形式發行。

動，今年起都選擇擁抱這波NFT應用潮。以NBA為例，

NFT的應用廣泛，它不只能被用於藝術收藏品，任何

NBA自2020年10月正式推出基於NFT的虛擬卡牌蒐藏應用

稀有或具有收集價值的物品都能透過 NFT而被區塊鏈認

「NBA Top Shot」，截至今年3月底為止，共在平台創造了

證，連網路風向梗圖也逐漸成為收藏家的投資標的。

4.83億美元交易額，並擁有80萬名註冊會員。

如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帶起的迷因幣「狗狗幣」

NBA Top Shot是一個賣「短影片」的官方管道，

（Doge）風潮，就讓收藏者希望能將「狗狗幣推文」鑄造

將比賽經典畫面儲存在區塊鏈上，這些名為「時刻」

成NFT的收藏品，並開價7777美元。

（Ｍoment）的數秒鐘比賽精華，內容結合球員與比賽名
稱、年份、出手動作等。此外，一段幾秒鐘的NBA球星詹

NFT是「所有權的證明」
這種由區塊鏈技術支持的加密藝術新收藏拍賣模式，
當數位虛擬物件轉化為NFT後，收藏家就能進行搶購，轉

姆士（LeBron James）灌籃影片，也以20萬美金的高價賣
給了得標者。Top Shot月交易額已達3.2億美元，也宣告一
個新興巨型開發場域正式降臨。

化為獨一無二的收藏品，例如有編號的限量金銀幣、版

除了籃球卡，足球卡交易平台Sorare也以6萬5千美

畫、簽名球員卡等。讓數位內容變成限量且便於流通與交

金的高價賣出獨特的2020到2021年版法國球星姆巴佩

易，是收藏、展示或交易的全新模式。

（Kylian Mbappé）的NFT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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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球隊達拉斯獨行俠老闆、企業家馬克．庫班

並為專利持者創造新的商業機會，以及促進智慧財產

（Mark Cuban）認為， 消費者透過NBA Top Shot可以享受

權的流動性。IPwe創辦人埃里希．史潘根貝格（Erich

交易和蒐集稀有物品的樂趣，卻不會有被損壞或是被盜取

Spangenberg）指出，目前專利市場上只有2％至5％的專

的風險 ，「價值同樣是由市場供需來決定的，我看好Top

利擁有價格，如果存在更便利辨識、認證及交易專利的辦

Shot未來能成為NBA前3大收入之一。」

法，將能夠創造超過1兆美元的商業機會。
如同區塊鏈技術在全球金融領域遇上的法規問題，將

本質仍在於收藏，價值主要來自懷舊經典
「 就算是灌籃，大家搶著收藏的畫面也不會是普通的

專利變成NFT在網路上交易的作法，能否在世界各國順利
通行，恐怕還需要一番努力。

灌籃，要有特殊性跟歷史意義才會紅。 」區塊鏈大學聯盟
共同發起人杜若宇提醒，「我並不會覺得NFT是很好的投

媒體產業也將進入NFT新時代

資工具，因為它的本質仍在於收藏，價值主要來自懷舊經

過去幾個月，NFT 熱潮瞬間吸引了極大的關注。美聯

典。」事實上，確實有不少粉絲也認為，NBA Top Shot的

社（The Associated Press）、《時代》雜誌（Time）、《紐

發行太過快速，使得卡牌價值普遍滑落，甚至低到每張1

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快速推出 NFT 的應

美元，因此他們決定退出市場。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純

用，象徵媒體產業即將進入NFT的新時代。

粹的運動收藏迷而言，NFT並不會完全取代收藏實體周邊
商品，反而代表入手選擇變更多了。

3月11日，1846年創立、今年已174歲的美聯社完成
（可能是）新聞史上首顆NFT拍賣。美聯社為了紀念2020
年拜登與特朗普選戰，成為第一次在區塊鏈上鏈的美國大

IBM要把專利放上區塊鏈，創造1兆美元商機
NFT（非同質化貨幣）不只能用在藝術品上，IBM要
與專利公司IPwe合作，推出一個新平台，讓企業把技術專
利放上區塊鏈，製作成一枚枚數位代幣，方便未來的交易
與授權。IBM期望用NFT顛覆亟需革新的專利交易市場。

選，將投票結果製作成數位藝術作品「A View from Outer
Space」，以 NFT 的方式開放競標。最終以 100.9 顆以太幣
成交，以當時幣價計算，約等於18萬美元。
3月22日，1923年創立，已98歲的《時代》雜誌，宣
布以NFT型式拍賣過往三期的雜誌封面，分別是「上帝已

IBM認為，將專利化為代幣的作法，可以增進整體

死？」（1966年4月發行）、「真相已死？」（2017年4 月

的透明度，讓專利交易變得更簡單、降低交易成本，

發行） 、「法幣已死？」（2021年3月發行），最高拍賣

▼近幾個月在Twitter 上常看到參與加密貨幣社群的有名Twitter主，將頭像換成一個像素圖示，而這通常代表他剛剛買那張 CryptoPu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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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為「真相已死？」的88顆以太幣，以當時幣價計算，
約等於13.8萬美元。
3月25日，1851年創刊，已170歲的《紐約時報》，專
欄作家 Keven Roose 就將一篇網站文章〈在區塊鏈上買這

根據NonFungible.com的統計。NFT在今年的5月3日的
交易市值來到了峰頂，一天之內的成交金額就達到1.02億
美元，其中的加密收藏市場Crypto-collectibles market 就佔
了1億美元。

篇專欄〉（Buy This Column on the Blockchain!），以 NFT

但是觀看5月31至6月6日的數據，短時間內竟下滑到

型式進行 24 小時拍賣，他並在專欄中問道：「為什麼記

了僅僅1940萬美元的成交金額。以總體趨勢來觀察，如

者不能也加入 NFT 派對？」最終，這篇專欄的NFT，以

今的NFT行情與總成交金額最高的那一周相較，跌幅約為

350顆以太幣結標，用當時幣價計算，約等於56萬美元，

88.6％。

並將所得捐給《紐約時報》旗下擁有110年歷史的Neediest
Cases Fund慈善基金，未來每一次轉手交易，這個基金可
以再獲得10％ 的版稅（Royalty）。

NFT交易近來似乎趨於保守
以個別平台而言，NFT交易的NonFungible.com數
據庫中，交易量最大的兩個平台分別為CryptoPunks和

NFT單日達1億美元銷售額
在互聯網時代，數位作品的複製和傳播容易變得泛
濫，對某一作品創作者的身份驗證和溯源十分困難。NFT

Hashmasks。共在5月31至6月6日這一周交易市值約920萬
美元的NFT收藏品，這樣的成績同樣很難再和高峰時期相
提並論。

由於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獨一無二等」特點，再

系統中最活躍的NFT帳號wallets，也從e高峰時的

加上它本身可以是任何類型的媒體或物體——音樂、藝術

12,000個，下降到了3,900個（-67.5％）。在5月31至6月6

品、視頻、表情包，因此它能很好地代表基礎資產的所有

日這一周，在一級與二級市場，則是約有共市值330萬美

權，尤其是數字化的資產。因此，NFT可簡單地被理解為

元的NFT品項進行了交易。多項數據都顯示出，NFT的熱

使用區塊鏈技術作為身份驗證的數字收藏品。

衷者們似乎趨於保守。

NFT正成為藝術家在數位世界賺錢的新管道。NFT在
2021年爆炸性成長，追蹤網站NonFungible資料顯示，邁入

擁抱或拒絕NFT，人人皆有各自答案

2021年後，光是一個月內NFT的交易額就高達2億美元，

NFT被認為是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technology）的

相對2020全年NFT交易額只有2.5億美元。截至2021年前

最佳應用實例。不管是數位運動卡NFT還是數位藝術品

三個月，NFT市場總交易額超15億美元，環比漲幅超過

NFT，都在網路上捲起風暴。

2627％

儘管NFT一直還是小眾市場，過去半年主流媒體也開

據CoinGecko統計，目前已發行的NFT總市值（包括

始關注它們的動向。比起2013年左右剛起步的NFT，在

藝術、遊戲、可收藏品等在內的所有種類）已高達47億美

2021年，NFT交易似乎已經開始成熟並往主流之路邁進，

元。據外媒protos.com近日報告，NFT的交易量在5月3日升

預期今年會持續締造新的紀錄與更多價值，未來也有機會

至高峰，單日達1億美元銷售額。

看到 NFT 在一些新的領域上應用發展，而它們都只在區塊
鏈上才能實現，這股新興交易趨勢能量不能小覷。。

NFT是否只是一場現代版「鬱金香狂熱」

無論對加密貨幣市場看法如何，區塊鏈科技衍生

然而，這股NFT風潮也似乎令人費解，收藏家們竟然

的浪潮正向每個人襲來。NFT已經是現在「加密熱潮」

願意為可以在網路上免費觀看、取得的數位藝術品，支付

（crypto craze）中最熱門的選項，是否要將其加入數位投

無比昂貴的天價。事實上，許多人的確認為NFT只是一場

資選項，還是拒絕這種未知的未來，大家心中都有各自的

現代版「鬱金香狂熱」，絕大部分作品終將一文不值。

答案。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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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經濟．全球新賽局
新冠疫情很可能持續多年，變成每年都要打的「新常態」。在疫苗成為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的重要
戰略物資前提下，各國一直在加快研發治療新冠肺炎的腳步，除了大型藥廠，新創公司也加入這場競
賽，目前全球有277 種 Covid-19 疫苗正在開發中。此外，疫苗代工，也形成另類疫苗經濟，所創造的
商機及潛力，不容小覷。
冠疫情爆發一年多以來，已經有多種變異毒株引起

新

英國近期數據顯示，Delta病毒株已超越去年秋季最新

特別的關注。最引人關注的毒株包括最先出現在英

在英國發現的Alpha病毒株，成為主要病毒株。目前Delta

國肯特的Alpha、南非的Beta、巴西的Gamma，和印度的

病毒株占英國逾六成的新增病例。

Delta。
其中，首次在印度確認的Delta變異毒株至6月中旬已

疫苗成為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的重要戰略物資

在74個國家被發現，並繼續迅速蔓延。全球政府和衛生部

沒有疫苗能完全預防傳播、接種後仍有可能染病，因

門擔心，這一變異將成為最影響疫情的毒株。至今，在中

此，疫苗成為全球對抗新冠肺炎（COVID-19）的重要戰

國、美國、非洲、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太平洋沿岸

略物資。各國一直在加快研發治療新冠肺炎的腳步，除了

國家，已經證實Delta變異造成疫情反撲。

大型藥廠，新創公司也加入這場競賽，大家都想拔得頭
籌，盼藉此扭轉防疫的戰況。

Delta具高度傳播力，即將變成全球主流病毒

英國首相強生4月20日宣布，英國當局「正組建新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首席科學家蘇米婭·斯瓦米納

團隊，積極找出抗病毒療法，最快今秋推出。英國政府盼

坦6月中旬表示，最先在印度發現的Delta變種病毒具高度

這個「前景可期的新藥」，不僅能用於治療確診者，還可

傳播力，即將變成全球主流病毒。研究指出，英國變種

用於預防與確診病患同住者染疫。

病毒Alpha比原始病毒更具傳染力，但Delta的傳染力又比

新創公司也想開發出治療方式，而他們的優勢在於利

Alpha高出約60％，全球疫情因為這些變種病毒傳播而持

用大學的先進技術，以及可迅速制定決策。例如，由東京

續變化。

大學培育出的生技新創PeptiDream，正在研發特殊的胜肽

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也對美
國做出相同預測，稱印度變種病毒傳染性極強，敦促美國

化合物，以阻擋新冠病毒入侵細胞，最快在今年底進行臨
床試驗。

民眾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免除威脅。

美投資32億美元開發．家用口服抗病毒藥物
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希臘字母命名新冠病毒變種
國家/地區

學名

英國
B.1.1.7
南非
B.1.351
巴西
P.1
印度
B.1.617.2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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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6月中旬表示，拜登

世衛命名

政府將投資32億美元研發和生產抗病毒藥物，用於治療新

Alpha
Beta
Gamma
Delta

冠病毒，以及未來可能引發重大疫情的其他病毒。
美國最高傳染病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表示，藥
物是「對現有疫苗的重要補充」，對免疫功能不全、接種
疫苗效果欠佳的人尤其如此。他說，美國的投資將加速一

些「已在進行中」抗病毒藥物的臨床試驗，部分可能年底

世界衛生組織(WHO)核准使用的疫苗清單

前上市。這些口服藥的設計是在家使用，治療感染初期的

(只有這個清單上的疫苗可以參與全球疫苗分享計劃Covax)

症狀。研究人員正在測試的藥物可能像治療流行性感冒的

國家/地區

名稱

德國/美國

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與美國輝瑞藥廠(Pfizer)
合作研發疫苗

克流感一樣，用來治療新冠肺炎。
32億美元資金包括：超過3億美元用於支持研究和實
驗室，近10億美元用於臨床前和臨床評估，以及近7億美
元用於透過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和美
國生物醫學先進研究與開發局（BARDA）研發和製造。

更低劑量、更低價格，無需針頭的新冠疫苗2.0

美國
莫德納（Moderna）
美國
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
英國
阿斯利康(Astra Zeneca)
印度
印度血清研究所(Covishield)
中國
國藥集團(Sinopharm)
中國
科興生物(CoronaVac)
註：截至2021年6月7日止

開發中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預測，新一代的新冠肺炎疫苗會

科興疫苗易於保存．有利於在發展中國家使用

以藥丸或鼻腔噴霧的方式出現，會比目前的針劑形式更方

科興疫苗（CoronaVac）是中國最早問世的新冠疫苗

便儲存與運輸，美國的賽諾菲、Altimmune等製藥公司已

之一，2021年6月1日獲世界衛生組織（WHO）批准緊急

著手進行開發，且Altimmune正執行鼻噴劑疫苗開發。

使用，成為世衛組織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清單上第二支中國

多數投資新冠肺炎疫苗的公司認為，將來定期接種疫

疫苗。

苗是必要措施，並持續開發不需要冷鏈運送或兩次注射，

科興疫苗主要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在常規冰箱溫度下

且副作用更少、無需針頭的疫苗，期待以藥丸或鼻腔噴霧

（2至8攝氏度）保存，這一點和牛津/阿斯利康研發的病毒

方式防疫，有利於在農村地區和發展中國家廣泛施打。

載體疫苗有相同優點。莫德納的疫苗必須存放在攝氏零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有277 種 Covid-19 疫

20度，而輝瑞疫苗必須存放在攝氏零下70度。

苗正在開發中，其中 93 種已進入人體試驗，正在進行臨

這意味著科興和牛津/阿斯利康這兩種疫苗，更能有效

床試驗的疫苗大部分是針劑形式，但也包括2種口服製劑

地在發展中國家使用，因為那些地方可能沒有足夠的低溫

和7種噴鼻劑，目前的新型疫苗仍在進行早期、中期人體

儲存設備供疫苗保存。但是，相對於最新加入接種行列的

試驗，最快要到 2021 年底或 2022 年才能上市。

單劑疫苗 — 美國嬌生—而言，科興疫苗需注射兩針。
批准緊急使用科興疫苗的國家2021年逐漸增加，最早

世衛組織核准使用疫苗清單共七支

收到付運疫苗的國家包括印尼、土耳其、巴西和智利。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WHO）核准使用的疫苗清單至
6月23日止，共有七支，分別為：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
與美國輝瑞藥廠（Pfizer）合作研發的疫苗、美國的莫
德納（Moderna）、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
英國的阿斯利康（Astra Zeneca）、印度血清研究所
（Covishield）、中國的國藥集團（Sinopharm），以及科
興生物（CoronaVac）。只有這個清單上的疫苗可以參與
全球疫苗分享計劃Covax。這個清單的目的是為疫苗進入
世界各國開闢一條加速通道，使得列入清單的疫苗可以更
快地在全球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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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疫苗經濟．BNT及莫德納市值大翻倍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核准使用的七支疫苗清單
中，BNT、莫德納、嬌生及AZ均在美國上市。依據台大

得批准，待諾瓦瓦克斯的疫苗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批准後，便立刻開始生產，合約據傳還包括諾瓦
瓦克斯的技術轉移。

管理學院兼任教授龔天行的分析，在美國上市的四家家

許多韓國業者也跳進代工生產俄國史普尼克五號疫苗

公司中，BNT在去年12月10日取得美國FDA核准，股價從

的行列。以Hankook Korus製藥公司為首的七家公司與機

當時約120元翻倍至現在240元左右，市值更達到580億美

構，今年2月已簽署代工生產合約，計劃未來生產5億劑疫

元，是2019年10月初上市時市值的17倍。莫德納的股價則

苗，並且出口海外；以Huons全球公司為首的四家公司，

從12月18日取得FDA核准後上漲約55％，市值也從2018年

也另外在今年4月簽署代工生產史普尼克五號疫苗的合

底上市以來翻升約12倍，達到870億美元。

約，計畫興建月產能1億劑的生產設施。

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正為旗下一座美國新冠
疫苗工廠增加兩條產線，以擴大產能，為日後民眾接種追

韓美兩國籌組「韓美全球疫苗夥伴集團」

加劑量疫苗預做準備。莫德納與製造夥伴也開始擴大海外

由於美國正在推動各國暫時豁免新冠疫苗專利，依

新冠疫苗產能，力拚明年全球新冠疫苗的產能擴大至約30

據韓國前鋒報報導，Hanmi製藥公司、GC製藥公司、

億劑，遠多於今年的10億劑。

GeneOne生命科學公司等十家南韓藥廠也正在討論要共組

華爾街分析師認為，莫德納新冠疫苗的銷售額可望維

聯盟，聯手生產新冠疫苗。

持強勁動能，幾年後才會衰減。FactSet訪調分析師的結果

韓國將與美國合作對抗感染性疾病，美韓峰會的聯

顯示，分析師對莫德納疫苗今年的銷售額中位數為171億

合聲明指出：「我們同意建立全面性的全球疫苗夥伴關

美元，明年則小幅滑落至168億美元，後年進一步降至74

係，在生產、相關原料、科學和技術等領域展開國際合作

億美元。

計畫，強化聯合應對感染性疾病的能力。」首爾與華府
當局將籌組「韓美全球疫苗夥伴集團」（KORUS Global

疫苗代工經驗值．提升韓國生技製藥戰力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韓國三星製藥和美國莫德納

Vaccine Partnership Experts Group），進一步促成這項願
景。

簽署疫苗代工合約，引起世界關注。目前南韓已在取得代
工生產四種新冠疫苗的權利，分別是莫德納（Moderna）

疫苗代工非易事．凸顯韓國生技製藥的實力

疫苗、阿斯特捷利康（Astra Zeneca）疫苗、諾瓦瓦克斯

疫苗的後段生產，屬於技術難度較低的部分，過去這

（Novavax）疫苗，以及俄羅斯的史普尼克五號（Sputnik

種生意就像承接代工訂單一樣，主要在印度、中國等地生

V）疫苗。

產，而且需要大量資本投資，才能應付龐大的生產規模及

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生物製劑（Samsung BioLogics）

產能需求，這種業務僅屬於CMO（委託生產服務）的層

已與美國製藥業者莫德納（Moderna）簽約，最快第三季

次，還不到CDMO（委託開發與代工），也就是僅有量產

起開始生產莫德納的新冠疫苗，為這種mRNA疫苗進行

（M）、但很少設計（D）的部分。

「填充與完成」作業。

但是，莫德納此次的mRNA疫苗充填，難度還是比較

SK生物科學公司（SK Bioscience）也已在去年7月和

高，因為相關原料至少超過100種，莫德納必須將數十種

阿斯特捷利康簽署代工生產合約，今年3月代工合約獲得

生物性原料送到三星，在完全無菌的環境，經過十數道繁

歐盟批准，位於韓國安東的生產工廠也在5月獲得歐盟當

瑣的配置調和再現成母液，順序跟工序一點都不能錯誤。

局的批准，能夠生產新冠疫苗；SK生物科學也在去年8月

另外，無菌裝填過程同時也要控制PH與溫度，避免內毒素

和諾瓦瓦克斯簽署代工生產合約，合約已在今年4月底獲

產生，同時也要符合GMP跟冷鏈運送等，因為難度高，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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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納才要選擇以具備經驗的三星生物來協助生產。這是韓
國在疫苗代工的領先。

韓國官員說，韓國將從美國取得疫苗開發技術與原
料，並在韓當地製造完成，雖然三星生物製劑和莫德納的

韓國能夠取得全世界這麼多支重量級疫苗的量產訂

交易主要是「填充與完成」，但若韓國業者能根據「填充

單，是韓國在生技醫療產業布局多年的結果。三星生物製

與完成」過程建立更多可信度，將能「更進一步」。正如

劑（Samsung Biologics）是做CDMO的代工業務，目前股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部長文勝煜表示：「在企業穩定投資

票已在美國掛牌上市，並且興建四座工廠，預計可囊括全

的基礎上，韓國正逐步成為全球疫苗生產中心。」

球生物製劑三成市佔。
Samsung Bioepis則是開發生物相似藥，是三星與美國

mRNA疫苗和療法．2026市場規模達54億美元

企業合資，目前已有五個生物相似藥產品成功在全球上

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羅奧菲特認為，新

市，其中還有四個已進入三期臨床階段。
韓國在生技製藥的技術投資及龐大產能，都已經有多
年的累積，才有本事接下莫德納這個重量級客戶的訂單。

冠肺炎的衝擊會隨時間消退，但病毒將會持續存在，並轉
為流感化的狀況，因此「只要世界上存在這種病毒，我們
就需要接種疫苗。」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一年多，雖然多款疫苗已陸續問

韓國逐步成為全球疫苗生產中心

世，但目前仍未有專門的治療藥物，為防疫並做好長期抗

韓國製藥和生物技術業者正在mRNA疫苗上採取積

戰的準備，各國及各大藥廠相繼投入大筆資金研發疫苗。

極戰略，不但與美國藥廠簽代工合約，還準備自行開發

依據MarketWatch 最近預測，未來五年mRNA疫苗和

COVID-19 疫苗，應對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病毒威脅，做好

療法的全球市場將以每年33.4％速度增長，到2026年市場

長期抗戰的準備。

規模將達53.7億美元。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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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考古博物館
大埃及博物館今夏開幕
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Museum）擁有將近 50 萬平方公尺的巨大空間，將是全球最大
的考古博物館，原本受限於展示空間無法完整呈現的圖坦卡門（Tutankhamun）陪葬品，也將會在
今年夏天以開幕大展的方式。近期，埃及努力推廣觀光旅遊，不僅舉辦「法老黃金遊行」的活動吸
引目光，更宣布發現「失落的黃金城」，是繼圖坦卡門陵墓後，第二重要的考古發現。
千多年前，埃及法老胡夫（Khufu）用20年，建造

四

字塔北部。擁有將近50萬平方公尺的巨大空間，是全球最

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四千多年後，胡夫金字塔

大的考古博物館，且距離歷史悠久的建築金字塔群只有兩

的旁邊，同樣用了將近20年，外加10億美金，建造出了世

千米的距離。每天最多可容納15,000名遊客。

界上最大的考古博物館——大埃及博物館（Grand Egyptian

整體建築除展館外還包括儲藏室、會議中心和國際交

Museum）。2022年，是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發

流中心、娛樂設施等，以及外部沙丘、植物園和神廟園。

現圖坦卡門法老墓100周年。

從施工中圖可見，挑高寬敞的空間就像是機場航廈，搭配
著拉姆西斯二世（Ramses II）的宏偉雕像，氣勢磅礡。

總造價超過10億美元的新博物館，由華裔建築師
總體設計
埃及在19世紀時便因為歐洲考古人員的挖掘，逐步建
構起豐富的文物收藏。位於首都開羅市中心的埃及博物

整個建築規劃呈放射狀，這些放射軸線正好延伸向兩
千米外的三座金字塔。同時，博物館的立面採用半透明的
巨型石板拼貼而成，兼具現代感和紀念性，也創造獨一無
二的光影體驗。

館（Museum of Egyptian Antiquities），向來是埃及學術研
究的重鎮，1902年落成時，即是埃及境內規模最大的博物
館，但歷經風霜，如今硬體設施皆老舊，陳列方式也無法
趕上當代博物館的趨勢和規模。

將展示最多、最稀有、最重要法老時期文物
大埃及博物館被形容為繼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
塔、孟卡拉金字塔之後的「第四座金字塔」工程，這也反

因此，埃及政府規劃在吉薩金字塔群（Giza

映該館在建築規模、工程技術及內部展品都相當有看頭。

pyramids）附近建造一個新的博物館，2002年以國際競圖

據報導，新館建成後，將會放置埃及最珍貴的文物。館內

的方式徵件，最終由隸屬Heneghan Peng建築事務所的華裔

將安放10萬餘件文物，還將展出從未展出過的2萬多件圖

建築師彭士佛（Shih-Fu Peng），與他的妻子羅欣．亨納罕

坦卡門法老的隨葬品。此外，胡夫金字塔旁的太陽船也將

（Róisín Heneghan）的設計得標出線。自2005年正式動工

移至該館，希望成為全球展示最多、最稀有、最重要法老

以來，博物館的建造工程並不順利。由於施工中的幾次延

時期文物的博物館。

誤，博物館的建設成本超出了最初的預算，總造價將超過

大埃及博物館的興建，讓埃及繼「世界上的第一家博

10億美元，目前的建設量已達98％，預計將在2021年夏季

物館——亞歷山大博物館」之後，又贏得「規模第一」之

正式對外開放，一飽全球考古迷的眼福。

桂冠。

占地近50萬平方公尺，是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館

埃及法老黃金遊行，22具皇家木乃伊搬新家

大埃及博物館坐落於埃及首都開羅附近吉薩棉省大金

46

華商世界∣2021∣第五十期

埃及首都開羅在4月7日舉行盛大遊行，將古埃及22具

法老和女王的皇家木乃伊透過特製車輛送往新博物館，以

址，稱之為「失落的黃金城（lost golden city）」，是埃及

對外提供更輝煌的展示。

歷來被發現的城市遺址中最大一座。

這場名為「法老黃金遊行」的活動，將18具法老

考古隊在聲明中表示：「哈瓦斯帶領的埃及任務小組

和4具女王的木乃伊自位於開羅市中心解放廣場（Tahrir

在沙子底下發現這座失落的城市。這座城市有3000年歷

Square）的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移師到東

史，可回溯至安門荷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圖坦卡

南方約5公里的弗斯塔德（Fustat）埃及國家文明博物館

門（Tutankhamun）和阿伊（Ay）也都持續使用。」考古

（National Museum of Egyptian Civilisation）。

隊表示，這是他們在埃及所發現「最大的」古城。

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22具皇家木乃伊抵達當日才正

聲明引述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式開幕的埃及國家文明博物館時，現場施放21響禮炮，

University）埃及藝術史和考古學教授布萊恩（Betsy

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也親臨現場，目送載著木

Bryan）表示，這是發現圖坦卡門陵墓以來，第二重要的

乃伊、繪有黃金法老圖案的特製車輛一一經過。聯合國

考古發現。圖坦卡門陵墓在1920年代被發現。

教科文組織（UNESCO）和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負責人也出席這項儀式。

古城中有大量極具價值的文物，除珠寶外，還有彩色
陶器、聖甲蟲護身符以及刻有阿孟霍特普三世名字的泥

載運木乃伊的特製車輛，每輛都打了氮氣作為保護機

磚。根據聲明：「他們挖掘到一座大城的遺址，保存狀

制，並裝有避震器，以確保這些珍貴的文物在路程中不會

況良好，牆垣幾乎是完整的，房間內放有日常生活的工

受到凹凸不平的路面打擾。

具。」

遊行隊伍打頭陣的是西元前1600左右統治埃及南部，
有「勇者」稱號的陶二世（Seqenenre Tao II），最後一輛
則載著西元前12世紀統治埃及的拉美西斯九世（Ramesses
IX）。

在家也能3D參觀千年法老王墓
埃及政府在一項以「在家感受埃及，留在家中保持
安全」為名的活動中，推出了法老王墓3D線上虛擬體驗
「Pharaoh Ramesses VI's tomb」的陵墓導覽活動，是最初於

刺激觀光旅遊與敬重亡者的兩方爭議

1898年發現的拉美西斯六世（Ramses VI）法老王墓（KV9

本次運送珍貴木乃伊的活動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

墓穴），讓民眾就算在家中也能踏上3D之旅，飽覽埃及古

埃及政府強調「這是一項獨特的全球性事件」，希望可以

代遺產與精緻壁畫。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埃及古

藉此宣傳埃及重要珍稀的古文物來吸引國外遊客，振興及

代遺產與精緻壁畫。 華

刺激觀光旅遊。但展示古埃及木乃伊是否符合
道德倫理，長久以來也是各方熱議的焦點。許
多穆斯林學者認為，死者應予敬重對待，而非
如珍品般對外展覽。

「失落的黃金城」出土，繼圖坦卡門
後重大考古發現
法新社和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報導，著名的埃及考古學家哈瓦斯（Zahi
Hawass）表示，在勒克索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附近發現有3000多年歷史的古城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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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星堆遺址重大新發現
出土巨大神秘黃金面具
中國四川三星堆遺址1、2號祭祀坑在35年前被發現時，古蜀文明轟動天下。近日，三星堆新發
現的6座祭祀坑出土文物500餘件，包括中國同時期最大的金面具、中國唯一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圓
口方體銅尊、3000多年前的絲綢痕跡等，再度轟動一時。
國考古重大發現，通報稱，考古團隊從去年9月6日

中

黃金製品，其中有一個獨特的黃金面具殘片。這個黃金面

起，重啟對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考古，已陸續發現

具雖然只剩半張，但比起在金沙遺址博物館中所保存的商

6座「祭祀坑」，出土的文物超過500件，包含黃金面具殘

周大金面具體積更大。報導引述考古團隊在會議中揭露的

片、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和絲綢遺跡等重要文物

數據指出，這張黃金面具殘片寬約23公分、高約28公分，

過500多件，年代可追溯到西元前1200年。其中完整的亞

重量約280克，推估完整的面具總重量應該超過500克，比

洲象象牙，證明四川地區向三星堆國王進貢。出土青銅人

現在中國國內已出土的商代最重金器「三星堆金杖」的

像，也有別於同時代的東亞銅雕，考古學家說，尚未完全

463克更重。報導稱，如果能夠發現完整的面具，將成為

出土的頂尊跪坐人銅像，可能是未來的中國國寶級文物。

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期最重的金器。
據報導，經考古人員初步檢測，這張黃金面具殘片的

巨大黃金面具殘片．引發熱潮
據中國媒體報導，在新發現的5號坑中挖掘出大量的

含金量約為84％，與此前在三星堆遺址所發現的金器黃金
含量相差不遠。推斷應是祭祀使用而配戴，但具體的使用
目的仍須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考證後，才能確定。

▼時隔35年，大家把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這一片神祕的土地之中。
而且當下四川省文物部門重新啟動了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並且通
報了這一次的考古重大發現與研究成果。

此黃金面具，更在網路上造成熱潮。考古發現一公
布，許多微博用戶就開始在一些流行文化人物的臉上製作
疊加面具的搞怪圖片。「#三星堆黃金面具PS大賽#」的話
題標籤已經被瀏覽了超過1200萬次，網友們紛紛讚揚這個
面具「驚艷」和「美麗」。這是繼去年發現酷似《憤怒的
小鳥》裏綠豬形象的陶豬之後，中國四川的三星堆再次在
中國社交媒體引發轟動。
除了這個黃金面具，三星堆的考古學家還發現了青銅
製品、金箔以及象牙、玉琮、玉石器和絲織文物。而此次
發現的絲織品痕跡，可能附著於青銅器表面，說明這裡曾
經存在絲綢。中國國家文物局稱，這些物品是在六個「祭
祀坑」中發現的。古蜀文明曾用這些坑來祭祀，祈求繁榮
和平。
專家表示，這一發現可能為古蜀國甚至整個中國的歷
史提供新的認知。在公元前316年以前，古蜀國統治著現
在的四川盆地，但人們對其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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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三星堆遺址 距今約有3000-5000年左右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鴨子河畔，該遺址神秘
又古老，是一座重要的人類文明遺址，遺址年代為西元前
2800年至西元前1100年，約相當於中國的夏商周時期。是
迄今為止中國發現遺址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最具有
豐富文化內涵的遺址，被稱作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
古發現之一」。三星堆文明遺址出土文物眾多，其文物品
質之精、樣式之美，足以與世界任何一座古代遺址媲美。
由於當時的四川屬於邊陲地區，很多出土文物在外形

▲引述考古團隊數據指出，這張黃金面具殘片寬約23公分、高約28
公分，重量約280克，推估完整的面具總重量應該超過500克。若能

和藝術風格上都與中原考古發現有很大的差異，出土的人

夠發現完整面具，將成為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期最重的金器。

形銅像長相奇特，甚至被一些人質疑是「外星文明」。

失的原因。水災、戰爭、遷徙等種種推測都有，卻都沒有

一件1980年代出土的青銅面具是三星堆文物的代表之
一。該面具眉尖上挑，雙眼斜長，眼珠外凸，兩耳向兩側

足夠歷史憑證，始終停留在推測上。三星堆的諸多謎團，
只能留待未來進一步發掘、研究，才能解開。

大幅展開。另一尊高2.6米的青銅立人像臉部和身體狹長，

目前，中國國家文物局已確定「川渝地區巴蜀文明化

五官突出，棱角分明，是中國發現的距今最久遠和高大的

進程研究」作為重大項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

青銅人像。

城壩等遺址為重點，深入研究川渝地區文明演進及融入中
華民族多元一體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

三星堆遺址彰顯中華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考古學教授傅羅文

專家們表示，目前沒有在三星堆發現明確的文字跡

（Rowan K. Flad）在華郵撰文指出，三星堆遺址是了解東

象。由於閉塞的地形，地處中國西南的古蜀國被視為與中

亞早期歷史的重要窗口，這次出土的古物，提供了空前的

原文明隔離，有關當地的歷史記載也相當匱乏。東周末

細節。三星堆的新發現讓世人了解到「中國文明」是由多

年，秦併吞蜀國。

種、極具地方特色，又互相關連的早期文化交織而成。

三星堆遺址有許多祕密有待解開，如為何至今尚未發
現文字、大量象牙從何而來、三星堆到底是不是外星文明

三星堆遺址，帶旺旅遊業績

等等。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勁松認為，三星堆

由於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500餘件精美文物品類繁

出土的青銅尊、青銅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

多、精美絕倫，勾起了眾多觀眾想要去一睹其容的熱情與

與黃河流域一致，說明三星堆與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其他

嚮往，「三星堆」也再度成為中國社會熱門話題。

文化之間，一直存在交流互動，顯示三星堆具有中華文化

為搶先機，上海相奉賢博物館，在6月展出三星堆金

的共同屬性。而青銅立人、青銅神樹、青銅縱目面具等造

沙遺址文物展，展覽內容囊括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出土文

型奇特、大氣恢弘的文物，既昭示古蜀文明的燦爛輝煌，

物百餘件，其中一級文物60餘件，類型包含金器、玉器、

也彰顯了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青銅器、象牙器、陶器等等。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對6個坑的73

同時，遊客在三星堆博物館「拍照打卡」的熱情暴

份炭屑樣品使用碳14年代檢測方法進行了分析，對年代分

增，也帶旺三星堆周邊地區旅遊業績，尤其是周邊飯店客

布區間進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西元

流量出現小高峰。受三星堆再出土重要文物的新聞熱度影

前1199年至西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

響，許多遊客特別前來一睹神秘的「古蜀文明」，讓四川

左右，屬商代晚期。但是，仍不能確定三星堆文明突然消

當地不少旅行社、飯店和景區增添商機。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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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R的誘惑
寶可夢、蘋果都在用
新的影片形式——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自發性感官經絡反應」
正在流行中，利用刺激人的視、聽、嗅覺等知覺，產生愉悅的感受，進而讓消費者陷入體會經驗，
進而產生相同的慾望。廣告界已運用此特殊感受創造無限商機，ASMR也可以當作助眠的工具。
YouTube上有好多影片標題寫著ASMR，點進去後

在

平靜，有類似冥想的效果，所以也有人認為ASMR可以當

發現有好多不同的內容，有YouTuber會敲鍵盤、

作助眠的工具。ASMR 被定義為一種受到特定聽覺、視覺

吃東西、對著麥克風輕聲細語等等。在韓國綜藝節目也

或感官刺激所觸發的身心反應。

常看到當來賓咀嚼某種食物時的收音，旁邊會加上字幕
「ASMR」。ASMR的主題千奇百怪，什麼都有所以讓許
多觀眾疑惑，到底什麼是「ASMR」呢？

奇怪的感覺太棒了，全球首間ASMR博物館
近年來，ASMR影片在網路上迅速傳播，成千上萬的
人每天觀看，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ASMR在2020年也躍

ASMR的超級感受

上了藝術殿堂，成為瑞典斯德哥爾摩ArkDes建築與設計博

想像一下，擠壓包裝袋氣泡的聲音、吃酥炸雞塊喀嚓

物館的展覽主軸，集結30為藝術家打造《Weird Sensation

喀嚓的聲音、咕嚕咕嚕倒飲料的聲音、壁火中劈裡啪啦的

Feels Good》（奇怪的感覺太棒了）展覽，將帶領大家感

聲音……。這些聲音是否有讓你產生過奇妙的舒適感？

受聲音視覺酥麻魅力，並在裡面展示了全球主流的ASMR

那就是ASMR（ 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文化和歷史，包含了它發展十幾年來的所有聲音種類。

Response），中文叫做「自發性知覺高潮反應」，也有人

ASMR這種「特別感受」是由視、聽、觸、嗅等感知

簡稱為「顱內高潮」。據說透過這些聲音，就可以讓人產

刺激引發的，在顱內、頭皮、背部或身體產生的一種愉悅

生所謂的ASMR反應，頭部會有刺激、酥麻感，類似起雞

感和放鬆狀態。

皮疙瘩的感覺。找到自己喜歡的聲音以後，許多ASMR愛
好者會在聽這些聲音的過程中感到放鬆、情緒也變得比較

這次的展覽原計劃在斯德哥爾摩的國家建築設計中心
舉辦，但疫情之下，只好改為線上體驗。
除了展覽本身以外，線上導覽，也以ASMR的方式朗
誦；還邀請了瑞典詩人以輕聲細語朗讀自己的作品，放在
Bon Magazine平台和大家分享。另外，他們也推出了專屬
的IG濾鏡，希望能盡可能地與全球群眾互動。
過去十多年間，ASMR曾被認為是虛構的感覺，但
如今卻橫掃了互聯網，而以此為創作的人們，則被稱為
「ASMRtists」。他們透過這種超越語言跟文化的方式，
無須轉譯和理解，觀者可直接用身體感受最直接的感動。
藝術家表示，很多觀眾告訴他，那些ASMR影片幫助
他們解決了抑鬱症和酗酒等問題。這些ASMRtists正在建
立一種文化運動，它超越語言和文化，而僅傾向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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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這些「感覺」正在抵抗快節奏，讓人專注和緩慢，
能隨時在簡單的聲音和畫面中摒棄嘈雜的娛樂，回歸到自
然的放鬆之中。

ASMR也存在於各種設計和廣告中
現在ASMR在各種設計和廣告中，開始為消費者帶來
新的吸引和幫助。而蘋果、IKEA、Netﬂix也都利用環境白
噪音，讓消費者不知不覺埋單產品。
肯德基ASMR廣告裡酥脆炸雞被撕咬、德芙ASMR廣
告中巧克力被嚼碎，這些聲音是用來直接勾起人的食慾。
愛彼迎、資生堂都用ASMR手法進行過生活產品推廣，日
本森永利用ASMR，光告靠一支「咬冰棒聲」廣告，就讓
銷量翻3倍。
宜家（IKEA）2017年發布的ASMR廣告裡，一雙手
摩挲著床，撫平了褶皺，女聲輕輕訴說著床單的舒適和優
良的性能，透過整理抱枕、磨蹭衣物、輕拍檯燈等，發出
舒服的聲響，讓觀眾可以從另一層面，來感受家具的舒適
性，幫大眾放鬆生活壓力、減輕生活焦慮。

都是用它來協助入睡，只有5％的人會產生性興奮，與性

Netflix上架的節目《家有壁爐》突然爆紅，一個小時

喚起並無多大關聯。在這個快節奏的網路時代，ASMR的

的影片只拍攝著火爐的火光，和柴火發出的劈啪聲，豪無

支持者都將其視為生活重壓和精神治療的替代品。它被用

劇情、無對白。觀眾卻因為火舌的舞動、木柴發出的劈啪

作自我藥物治療的一種形式，可以防止孤獨感、失眠、壓

聲，感到無比的治癒感，而埋單。

力和焦慮。

蘋果為了推銷Air pods、iPhone XS，2019年推出了四

超過3億中國人有著睡眠障礙，睡前飲品、智慧手

支ASMR影片，包含木匠打磨、耳邊細語、雨滴打在不同

錶、枕頭檯燈，都可以用ASMR打開新的入口，它是一把

物體上、行走叢林腳下摩擦的沙沙聲。這四個ASMR影

行銷的鑰匙，讓人們在舒適的感受中放鬆，從而無形接受

片，無形讓人感受背後的技術。藉此，蘋果在傳達ASMR

了產品。不止睡眠，ASMR看準更為廣泛的健康領域，是

影片給大眾帶來舒適感受的同時，也得以宣揚iPhone拍攝

當代人時刻關注的話題。

的極佳音效和畫面效果。
Pokemon 官方在去年底於YouTube頻道公開一支

ASMR相關的新「感官市場」

名為「在房間的皮卡丘（おへやにピカチュウ）」的

ASMR的功效其實尚未獲得科學和醫學證實，但動輒

「ASMR」影片，透過影片能聽到腳步聲、私語聲等聲

破千萬甚至破億觀看數的ASMR影片，確實揭示一股「聽

音，透過耳機聆聽就猶如真的在房間看著皮卡丘活動一

得見的商機」正在興起。現在受歡迎的ASMR頻道至少超

般。

過200多萬訂閱，網路上已有1300萬多個熱門影片，它變
成了一種新的流行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個「感官市

睡眠也是個大市場
斯旺西大學一項研究也發現，85％的ASMR消費者，

場」。各位也不妨在網路上找找適合自己方輕鬆的ASMR
頻道。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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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羅浮宮228年
迎來首位女館長
法國總統指派勞倫斯．德卡爾（Laurence des Cars）為新任羅浮宮館長。這是羅浮宮史上第一
位女館長，顯示法國性別平權又邁進一大步。
譽為全球四大博物館、在疫情前也是全球最多人造

林姆（Gustav Klimt）的畫作「樹下的玫瑰」（Rosiers sous

訪的博物館—法國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成

les Arbres），歸還給前一任主人維也納猶太人史提亞斯尼

立於1793年。今年9月，將迎來第一位女性館長勞倫斯．

（Nora Stiasny）的繼承人。納粹於1938年併吞奧地利後，

德卡爾（Laurence des Cars）。

被納粹搶走，而後放置於奧賽博物館中。在德卡爾大力倡

被

導下，文化部最終同意將該作品歸還。

曾任橘園、奧塞博物館館長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5月26日任命

羅浮宮2020年訪客銳減72％

今年54歲的德卡爾為新任館長，並於9月1日起上任。德卡

關閉超過一年的法國博物館才因為疫情趨緩而重新

爾不只打破了羅浮宮的紀錄，她2014 年起擔任橘園美術館

開放。2019年羅浮宮是全球最多人到訪的博物館，訪客

（Musée de l'Orangerie）館長，2017年起再兼奧塞博物館

人次高達1000萬。但在2020年受到疫情重創，此數字銳減

（Musée d'Orsay）館長。更早之前，她曾帶領團隊，籌設

72％。德卡爾需要思考如何帶領擁有2000多員工、年預算

阿布達比（Abu Dhabi）羅浮宮。

約2.4億歐元的羅浮宮。

擔任奧賽博物館和橘園美術館館長期間，德卡爾讓兩

德卡爾認為「羅浮宮有很多話可以跟年輕人說」，而

間博物館的訪客人數雙雙創下新高，這背後，是靠著她

她想對年輕人說話的方法是：鼓勵藝術計劃連結當代議

策劃多場與眾不同的展覽，當中最引人注目的絕屬2019年

題。她認為，藝術展覽應反映重大事件，吸引各種社會文

劃時代的展覽──《黑人模特兒：從傑利柯到馬諦斯》

化族群的新生代。

（Black Models: From Géricault to Matisse），該展覽聚焦
於非裔女性對19世紀西方

期望「巴黎之心」成為「社會的回音室」

藝術作品的影響。但在創

她把羅浮宮視為「巴黎之心」，希望這座博物館成為

新的同時，她也取得高更

「社會的回音室」。她最擔心疫後人們變得封閉，不願意

（Paul Gauguin）、馬奈

接觸外界，因此她要「打開門、打開窗、創造連結」，讓

（Edouard Manet）等知名

人們看到一個等待發掘的世界。

畫家作品，藉此吸引更多
遊客朝聖。

目前，她的重大計畫，包括延長羅浮宮的開放時間至
夜間，吸引較年輕訪客。她說，年輕有勁的人，可下班後
到羅浮宮花1小時參觀，且在那裡吃晚餐，「享受在羅浮

偉大的博物館必須面對自己機構的歷史

宮迷路的樂趣」。此外，德卡爾還打算大力推動歸還納粹

戴卡赫在接受法新社訪問時說：「一座偉大的博物館

劫掠藝品，組織更多作家、音樂家、舞者、導演、設計家

必須面對歷史，包括回顧我們自己機構的歷史。」她在任

的交換活動，增設拜占庭及東正教部門，想辦法吸引遊客

職於奧賽博物館期間，決定將奧地利知名象徵主義畫家克

不只看蒙娜麗莎、還看更多「巨星」藝術品等。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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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古羅馬榮光
義大利政府修復羅馬競技場
為了讓遊客更有「格鬥士Gladiator」的親身體驗感，義大利政府宣佈斥資千萬歐元，為羅馬競
技場（Colosseum）鋪設可伸縮的木地板。羅馬競技場是世界文化遺產，也是新世界七大奇景。
馬競技場（Colosseum）建於2000多年前，是整個羅

羅

這項計畫的目的是希望能容納多達6萬名觀眾，弗朗

馬帝國最大的圓形劇場，以前會舉辦獸鬥、角鬥士

西斯奇尼也補充說，屆時甚至能夠舉辦文化活動，並強調

等競技比賽，或是話劇類型的藝文活動。「羅馬競技場」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將有助於保護遺址並提高其

原來在地面一層的格鬥場鋪有木造地板，上面以砂石覆

可用性」。當計畫完工時，競技場內的表演者和參觀民眾

蓋。木造地板早已不存。

都可以走到場中央，體驗與千年前一樣的臨場感。

疫情前，每年約有760萬名觀光客會拜訪此地，但遊
客也只能在遠處眺望競技場，而無法親自站在寬闊的場地
上，體會「格鬥士Gladiator」浴血奮戰的感受。
為了讓觀光客可以更深入了解這棟知名建築的歷史，
義大利政府決定要幫這裡來個「改頭換面」。

是世界文化遺產，也是新世界七大奇景
圓形競技場的遺跡至今依然是羅馬識別度最高的建築
結構，也是目前最大的圓形劇場。古羅馬時代，座位採嚴
格的保留制，另有王室專用的特殊包廂。前面幾排是祭司
與元老，接著是武士和其他有錢人，然後是一般公民，最

羅馬競技場打造「可伸縮的全新地板」

後才是最上排的女人跟奴隸。

義大利文化部長弗朗西斯奇尼（Dario Franceschini）

羅馬競技場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

表示，這項更新計畫最終由文化工程和建築公司「Milan

化遺產」外，也與埃及的吉薩金字塔（The Pyramids of

Ingegneria」以1850萬歐元的價格得標，該公司將為羅馬競

Giza）、中國的萬里長城（The Great Wall）、約旦的佩特

技場打造「可伸縮的全新地板」，預計2023年完工。

拉古城（Petra Jordan）、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基督像（Cristo

義大利政府希望能依照古時存在的設施，重新設計打

Redentor）、祕魯的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墨西哥的

造出「可伸縮地板」並且內建隱藏式電梯，表演者和參觀

卡斯蒂略金字塔（EI Castillo）以及印度的泰姬瑪哈陵（Taj

民眾都將可以走到競技場的中心，體驗奇妙的環繞感。除

Mahal），名列為新世界七大奇景（New Seven Wonders of

了能恢復展演功能外，也能防止雨水、汙泥及強風繼續侵

The World）中，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華

蝕地下隔間。
羅馬競技場占地3000平方公尺的新地板，由
成百上千的條狀木板塊組成，並連結軌道，木板
條可以旋轉90度，可以像百葉窗，按照需要輕鬆
的收起或展開。方便地下設施通風透氣，也方
便防雨防雪，而且人們也可以直接走進競技場地
了。弗朗西斯奇尼表示，這款地板具有「可重複
利用和收縮」的特質，讓未來使用的機動性也大
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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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第二外語
投資報酬高
想要幫自己加薪，學習外語也許是個好方式，《衛報》就指出，習得一門新的外語能力可以增
加10-15％的薪資，學哪種外語投資報酬率最高呢？
言學習，除了可以活化腦袋、刺激思考、增強記憶

語

德、法、西、阿等外語投資報酬率高

力之外，也可以延緩失智症狀。更重要的是，學習

以使用人口和經濟體強度來說，除了英文之外，德

外語可以讓你有機會深入另一種文化背景，提供新的工作

語、法語、西班牙語或阿拉伯語系作為第二外語都是不錯

機會和更好的薪資。

的選擇。
使用中文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已經不必多說。而使用德

雇主傾向雇用雙語員工

文的地區除了德國之外，還包括了瑞士、奧地利、列支敦

當下許多行業，從政府部門、行銷業、教育產業到旅

斯登、盧森堡和比利時等地方；瑞比盧三國也同時使用法

遊業的工作，都愈來愈需要外語人才。美國大型招聘網站

語作為官方語言。德國經濟發展著重在重工業和汽車產業

凱業必達 （CareerBuilder）做了一項研究，發現高達39％

上，因此汽車、航太、工程、材料等業界的雙語人才需求

的雇主計畫擴大雙語人士的徵才，而其中有一半的雇主表

量很大。

示如果有兩個能力差不多的候選人，他們傾向雇用會說雙
語的那位。

法語除了法國本土，在加拿大跟非洲許多國家都是正
式官方語言，時尚和飲食產業翻譯需求佔大宗。另外，法
國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第二語言可以提高薪水
《經濟學人》研究了學習一門外語的投資回報率，以
及至少在金錢方面，哪些語言是最有價值的學習方法。
假設平均起薪接近$ 45,000，在40年內平均獲得2％的
「語言獎金」，並且每年遞增1％，那麼到退休時您將有$

西班牙語則是美國和歐洲大部分人從小的外語選擇，
全球約有5億人口使用西班牙語，隨著墨西哥、智利和哥
倫比亞等國的經濟發展不斷成長，使用西班牙語已經成為
商界人士的必備能力，不管在工程界、進出口業務或製藥
產業的需求都持續暴增。

67,000的額外收入。由於您可以很快學習一門新語言（或

還有另一樣優勢，西班牙語跟其他強勢語言比起來相

兩種），所以這是對時間的很好投資。在銷售，市場營銷

對好學，需投入的時間成本也比較少。阿拉伯語系國家則

或技術支持等工作中，語言可以為您敞開大門，Missen估

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區域之一，而且學習阿拉伯語的人相對

計語言可以為您的工資增加10％至15％。

更少，高需求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如果你說得一口流利阿

至於哪一種語言投資報酬率最高？答案雖然會因人因

拉伯語，身價自然水漲船高。

地而異，也與個人的專業有關，但《經濟學人》根據三種

現在學習外語的管道愈來愈多，例如Babbel或者

第二外語和加薪的幅度做了比較，德語和法語的價值分別

Duolingo等app都是經濟實惠隨手可得的選擇，不一定要到

為128,000美元和77,000美元，而西班牙語為51,000美元。

外面花大錢上課才能學習另一種語言。如果想為自己未來

隨著全球化的成熟，跨國企業持續成長，愈來愈多職
位都需要雙語或多語人士加入。根據美國勞動部門的數
據，翻譯及口譯人員是近年來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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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場開拓更多選擇，空閒時間投入語言學習絕對是最有
效的投資之一。 華

Google攜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透過網路飽覽世界遺產
借助Google藝術與文化，您可以在家中舒適地探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出國旅遊顯然成為相當

在

遺址上獲得準確可靠的信息”，“當然，這種虛擬的探索

不容易的事情。現在，許多博物館和美術館都提供

永遠不會取代將這些地方變成現實世界並參觀世界遺產的

免費的虛擬遊覽，幫助您簡單的就可以欣賞藝術品。此

獨特體驗。我們將再次旅行。同時，我們希望它能使用戶

外，藉由Google藝術與文化 （Google Arts & Culture）線上

沉浸在我們世界的美麗之中，並激發保護它的行動。”他

服務，使用者也可以輕易地一覽包含來自2,000多家文化機

說。

構的內容，可讓您在家中獲得啟發和娛樂。

此次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打造的世界遺產內容，
同時也與法國凡爾賽宮、大英博物館、美國非營利組織

環遊世界，就在指尖

CyArk、印度考古調查局、德國奧斯威辛比克瑙州立博物

Google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合作的世界

館、西班牙阿爾塔米拉國家博物館和研究中心、澳洲雪梨

遺產內容導覽，讓使用者能輕易一覽吉薩大金字塔、羅馬

歌劇院、美國世界紀念碑基金會、義大利聯合國教科文組

競技場、泰姬瑪哈陵，或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瑪達琳·薩利

織全國委員會青年委員會等單位合作相關資料

赫 （Mada'in Salih）自然保護區。同時也能探索法國的運
河、羅馬競技場、乞力馬扎羅山和韓國的火山等景點，還
可以查看里約熱內盧即時可識別的風景，欣賞泰姬陵，並
在墨西哥與鯨魚一起暢遊。

90％的博物館已經關門
根據Google的數據，旅遊市場的40％以文化和遺產為
中心，而與2019年相比，去年國際遊客減少了75％。由於

除此之外，使用者也能踏上位於墨西哥尤卡坦半島上

音樂廳的關閉，藝術家和創作者的特許權使用費損失了35

的瑪雅遺址，或是在東南太平洋的復活節島探索神秘的摩

億歐元，劇院，書店和電影院。該公司還表示，據國際博

艾像，另外也能在坦尚尼亞境內的塞倫蓋提國家公園，一

物館理事會（ICOM）稱，有90％的博物館已經關門，其

窺每年都會出現超過150萬隻牛羚和約25萬隻斑馬的大規

中10％可能永遠都不會重新開放。 華

模遷徙，以及感受位於泰國的暹羅王國大城府
古城壯闊感。
而包含位於法國東南部阿爾代什省內肖維
岩洞的上千幅史前壁畫，以及美國加州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壯麗景象也都收錄進Google藝術與
文化，讓使用者能透過網路飽覽美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助理總幹事埃內斯
托·奧托尼（Ernesto Ottone）表示：“這是一次
獨特的機會，可以在虛擬的環球旅行中參觀文
化地標和自然美景之地，並在具有普遍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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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erspective
華商觀點

安息於天堂與夢想的遠方

顏安｜圖‧文

芭蕾女神松山樹子留芳舞台
5月22日週六的清晨四點，我的手機響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團發來了短信：剛才，3點40分，松山樹
子老師去世，終年98歲。我立即翻身起床，坐在窗前，陰雨細風，天開始濛濛亮。我沖了一杯咖
啡，拿起筆，應該是最先最快寫下了：願您安息於天堂與夢想的遠方。

初代白毛女，譽滿舞壇
您是日本芭蕾舞界
最後一位經典的代表人物。
您走了，
一個時代的完全結束。
98歲是喜喪，70周年是圓滿，
生命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
白毛女留芳舞台，如
中日友好的星環日冕。
非常人物，必有
非常之美、非常之光和非常之愛。
女神逝去歸來，
延續在兒媳—二代白毛女
天才芭蕾舞蹈家森下洋子身上。
她，舞台生涯70年，
繼承並綻放著您燦爛的榮光。
您的居間療養室，就在
松山芭蕾舞團排演廳的樓上。
每天，您都在音樂聲和
演員們腳尖舞步的節奏聲中度日。
或許，這樣一個
對芭蕾舞用情至深的人，直到
您生命的最後時刻，
一睜眼、一傾聽、一杯飲一簞食，
也能從您五感的任何縫隙，
看到舞姿舞步的流動飛翔，
聽到音樂支撐您精神層面的光亮。
那是，
您最柔軟的靈魂和情感的所在。
此時此刻，
悲傷的噩耗傳來，
感傷彌散心念，
扶搖仰嘆，迷離傷楚，帳然哭呼。
安息吧！松山樹子老師！
莊敬肅穆地送別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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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樹子，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創始人之一，芭蕾舞
劇《白毛女》的首任扮演者。她創造性地把中國優秀歌劇
《白毛女》搬上了芭蕾舞台，並親自出演了女主角喜兒，
受到中日兩國觀眾的深情喜愛。
松山樹子憑藉《白毛女》等芭蕾作品，榮獲和平文化
獎、舞蹈筆會獎、舞蹈藝術獎、紫綬褒章，日本藝能實演
家團體協議會藝能功勞者獎，寶冠章……等重要獎項，作
為古典芭蕾界的領軍人物，為日本古典芭蕾的發展和中日
友好做出了重要貢獻。

推動芭蕾外交‧作育芭蕾英才
松山芭蕾舞團於1948年，由松山樹子與她的丈夫清水
正夫共同創建，是日本最著名的芭蕾舞團之一。創團迄
今，以上演古典芭蕾和創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舞，這兩
大宗旨為主要開展芭蕾藝術活動，在舞台上創造了許多精
典的芭蕾舞作品。演出活動不只在日本國內，還經常前往
世界各國進行芭蕾外交。松山芭蕾舞團也創立了著名的松
山芭蕾舞學校，為芭蕾舞團提供源源不絕的優秀團員的的
同時，也培育許多日本的芭蕾舞人才。學校用最平易的方
式，讓高雅的藝術，潛移默化，進入人們的生活。

開啟中日文化交流
松山芭蕾舞團長期致力于促進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以
及友好關係發展，早1955年就與中國開始交流。1958年中
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沖破各種阻力，到中國上演芭蕾舞劇
「白毛女」，主演白毛女的松山樹子，因此被稱白毛女的
「祖奶奶」。從此，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先後十七次到中

一代芭蕾女神——松山樹子，
創立享譽國際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
為日本芭蕾舞的發展貢獻巨大。

她將中國歌劇「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
並在上世紀50年代，率先訪問中國。
迄今，先後訪華達17次，
獲得歷屆領導人的接見與讚許，
被譽為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Chinese Perspective
華商觀點

▲毛澤東主席在觀看演出後接見和邀請在貴室室座談。

▲毛澤東主席看完演出後
上台祝賀。

國訪問演出。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

團，與松山芭蕾舞團合作演出「新《白毛女》」，這也是

用，受到歷代中國領導人的接見，被譽為中日「芭蕾外

芭蕾舞劇《白毛女》誕生首演50多年以來第一次加入了大

交」的友好使者。

合唱。當天，皇后和中國駐日大使館程永華夫婦也到場觀
看，2300人的劇場超滿，當日無數沒能買到票的人在劇場

芭蕾情緣‧世代傳承

門口，希望等待到有退票入場。

松山樹子與清水正夫創建松山芭蕾舞團，有一段情緣

去年2月，我策劃主辦的「東京塔點亮中國紅」活

佳話。早年，清水正夫是東京大學建築系畢業的高材生，

動，日本松山芭蕾舞團也熱烈率團參加，並通過視頻，向

因喜愛芭雷舞，經常去看演出，愛上松山樹子，並結為連

當時正在奮力抗擊新冠肺炎的中國人民致以深切問候和鼓

理。婚後，為著夫人熱愛芭蕾舞事業，他放棄建築師的職

勵加油，松山芭蕾舞團總代表清水哲太郎與團長森下洋子

業，並以夫人的名義成立了松山芭蕾舞團。

和團員們一起登場，齊聲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並一

他們的兒子繼承了父母的事業，成為松山芭蕾舞團的
代表。兒媳森下洋子也是一位天才芭蕾舞蹈家，三歲開

起吶喊：「我們愛中國！武漢加油！中國加油！人類加
油！」

始學芭蕾，在國際大賽中多次獲獎，成為世界著名的芭蕾
舞大師。她在「白毛女」中，繼承了松山樹子扮演「喜
見」，也擔任該團的理事長。他們秉承父母遺志，獻身於
熱愛的芭蕾舞事業，也將把中日友好這一理念貫徹下去。

青史流芳，音容宛在
松山樹子躺下了，她一直用腳尖站立著，她累了，她
把名字寫在了天上，寫在了中日友好的永恆中。
我去靈堂告別悼念，感覺到的不是生命的冰冷，松山

我與松山芭蕾舞團
我數次與松山芭蕾舞團合作，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
友誼。2017年11月，我率領200人在日華僑華人聯合合唱

58

華商世界∣2021∣第五十期

樹子的遺體安放在雪白的靈床上，化著淡妝口紅，輕輕
的閉著眼睛，像演出開演前的靜默，在等候大幕拉開，芭
蕾，一生所愛，就將登台。 華

▲1955年松山樹子第一次來北京，周總理與三位白毛女合影（左起：
周總理、歌劇的白毛女王昆、松山樹子、電影的白毛女田華）。

▲日本松山芭蕾
舞團創始人之
一、芭蕾舞劇
《白毛女》女主
角喜兒的首任扮
演者松山樹子。

▲

▲▼松山芭蕾舞團參加東京塔點中國紅為武漢加油。
松山樹子小姐

年輕時的照片。

作者簡介

顏安

世界華商聯盟主席團成員，中華海外聯誼會
常務理事，日本中華總商會前會長，「中華文化
人物」賞獲得者，《中華之光》賞獲得者。
旅日著名僑領和舞臺藝術家。多年來在日本
策劃、製作和導演了數數大型高端的、高品質
的、極具影響力的舞臺作品和大型活動。憑藉他
深刻的思想、獨創的設計、熾熱的情感和非凡的勇氣，每一次創意都獨
特，每一個瞬間都永恆，通過中日民間主導的文化藝術交流促進中日友
好，也將在日華僑華人的大型活動推至令人驚喜和感動的藝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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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賽伊犁河谷是新
疆的綠洲，水源充
沛植被豐富。

吳宗錦｜圖‧文

伊犁河谷那拉提
與伊寧印象
早上九點多離開巴音布魯克大草原，我們搭乘大遊覽車回頭再駛上一
段G217國道北上，在著名的那拉提森林風景區附近轉入G218國道往西，一
路奔馳在伊犁河谷，直奔伊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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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河谷是薰衣草的種植基地。

犁河谷是新疆最富饒的地方，我們一路上欣賞伊犁

伊

拔1800公尺，年平均降雨量約880毫米，年平均溫度在攝

河谷巍峨的雪峰、無垠的草原和蒼茫的林海，沿著

氏20度左右，其三面環山，鞏乃斯河蜿蜒流過，被形容是

鞏乃斯河岸的那拉提森林風景區一帶的田園風光美不勝

「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圍玉帶河縱橫」，是大自然的最佳

收。那拉提森林風景區是繼烏魯木齊天山天池風景區、吐

恩賜，形成了風光秀麗、環境幽雅、植被豐富的天然地

魯番葡萄溝風景區、阿勒泰喀納斯風景區之後，新疆的第

貌，其一望無際的山坡草甸上牛羊成群，常常成為新疆風

四處國家5A級風景區。

景明信片的主角。

伊犁河谷東西長360公里，南北最寬處275公里，北、

北疆阿勒泰地區富蘊縣的可可托海地質公園風景區，

東、南三面環山，北有西北、東南走向的科古琴山、婆羅

因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情歌而聞名全國，歌詞中

科努山；南有北東、南西走向的哈克他烏山和那拉提山；

提到牧羊人的意中人養蜂女嫁到了「那拉提」，因而又有

中部還有烏孫山、阿吾拉勒山等橫亙，構成山脈、河谷、
盆地相間的格局，形成了伊犁河谷、喀什河谷、特克斯河

▼伊犁河谷是新疆的綠洲，水源充沛植被豐富。

谷、鞏乃斯河谷四大谷地。而喀什河、特克斯河、鞏乃斯
河最終匯成伊犁河，於是伊犁河谷成了伊犁地區最大的河
谷。伊犁河谷氣候溫和濕潤，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土
地肥沃，水源充足，草原遼闊，物產豐富，素有「西域濕
島」、「中亞綠洲」、「塞外江南」等美稱，除了盛產瓜
果，也是世界薰衣草三大種植基地之一，與法國普羅旺
斯、日本北海道被公認為世界薰衣草三大種植基地。
那拉提森林風景區地處天山腹地，位在伊犁河谷東
端，被譽為「塞外江南」，更有「人間天堂」之美譽，可
見其景色之美麗。風景區的總面積400平方公里，平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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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伊寧市喀贊其民俗旅遊區入口。

另外一首情歌名為《那拉提的養蜂女》。北疆的「可可托

在此設置伊犁將軍府統轄整個新疆。清朝光緒年間新疆建

海」和新疆中部伊犁河谷的「那拉提」因這兩首情歌而互

省，在此設立寧遠縣，1913年更名為伊寧縣。1944年伊犁

相呼應，都引來了不少想一窺究竟的遊客。這一趟北疆之

和附近的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相繼爆發了武裝暴動，宣

行，因為路途很遠，行程上並沒有排入那拉提森林風景

佈脫離中華民國，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並定都於伊寧，

區，是唯一的遺憾，只有留待下一次再來造訪了。

後經過談判和蘇聯調停，最終複歸中華人民共和國。1952
年由伊寧縣升格為伊寧市，1954年成為伊犁哈薩克自治州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首府——伊寧

首府。

伊寧市是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首府，也是新疆西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管轄新疆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地

北部伊犁河谷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和工業中心。漢代這裡是

區、阿勒泰地區等三個地區，是中國唯一的副省級自治

烏孫國領土，但歸西域都護府指揮。唐朝時屬西突厥，但
臣從於唐朝北庭都護府。南宋時屬西遼，元代屬察合台汗
國，清初屬準噶爾汗國。乾隆年間清軍平定準噶爾叛變，

▲伊寧市的古廟——陝西清真大寺。
▼

伊寧市區觀光馬車與汽車同街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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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寧市喀贊其民俗旅遊區巴依大院的維吾兒歌舞表演。

州。伊寧是自治州直屬的縣市之一，並為首府所在地。伊

俗區」參觀訪問，搭乘雙排座位的馬車遊覽民俗區的維吾

寧歷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全市人口以維吾爾

兒民居，然後到巴依大院觀賞維吾兒的民族歌舞表演，並

族、漢族、回族、哈薩克族較多，另有少數蒙古族、錫伯

到維吾兒市場買新疆水果，晚上在阿依樂大劇院的烏蘇王

族、烏茲別克族、俄羅斯族等，各民族風情非常濃郁，其

府餐廳，享用烤全羊晚宴。晚餐後，步行前往伊寧夜市逛

中維吾爾、回族、哈薩克族等信奉伊斯蘭教。生活在伊寧

街，夜宿隆鑫國際酒店。

的錫伯族，是清朝乾隆年間，從中國東北西遷而來。

次日早晨，先前往解憂公主薰衣草園參觀，因為不是

清朝伊犁將軍最初駐紮伊寧，並統治整個新疆地區，

薰衣草季節，我們只在薰衣草園停留了四十五分鐘，拍拍

後築伊犁九城，其中惠遠城（位於今霍爾果斯城）為伊犁

照，買一些薰衣草做成的產品，就搭車前往我們的下一個

將軍駐地，而寧遠城就是現在的伊寧市，是各族商民聚集

行程—賽里木湖，繼續我們北疆之旅的行程。 華

之所。城內外有 : 伊犁將軍府、陝西清真大寺、拜都拉大
寺、火龍洞等許多名勝古蹟和宗教建築。
伊寧地處伊犁河谷中部的綠洲內，全境地勢平緩，城
區內綠樹成蔭，有「塞外江南」之稱。溫和濕潤的氣候和
充裕的水資源，很適合發展農業，主要種植小麥、亞麻、
甜菜、煙草等作物，及蘋果、西瓜、甜瓜等各類瓜果。境
內煤炭資源豐富，工業有採礦、紡織、食品、皮革、建材
等。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通過臨近的霍爾果斯口岸，
伊寧市成為與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各國的貿易中心。
我們到達了伊寧市區時，已經是下午二點多，因此先
安排前往飯店吃午餐，然後才到伊寧市區的「喀贊其民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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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
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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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處事，不一定要盡善盡美，但一定要問心無愧﹔做

遇事不怒，對錯不辯，輸贏不爭，才是為人處世的大智

人，不一定要風風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

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摘錄自：洞見∕徐小栩

我們都要以真誠的心，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以感

有修為的人，沉得住氣，看得透徹是非，放得下得

恩的心，感謝擁有的一切。

失，活得通透灑脫，從容自在。

過於精明細算，賺了眼前，輸掉了未來。

人可以善良，但做事卻得有底線與原則。

——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佚名
做人最高的境界是厚道，聰明的最高境界也是厚

——美國慈善家、橋水基金公司創辦人/雷．達利奧 Ray Dalit
原則的影響方方面面，決定小事大事都靠它。

道。

方向錯誤的失敗，不必硬撐。
人生不是一場物質的盛宴，而是一埸靈魂的修煉。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通

——世界著名實業家、日本航空名譽會長/稻盛和夫

無論成功或失敗，都要掌握時機；忍受挫折的能力，

他用一生的實踐証明，只要憑著利他的心、感恩的

也是一種才華。

心、謙卑的心、強韌心，培養美好的心，就可以收獲幸
福的人生。

知識給你力量，品格給你別人的尊敬。
——國際著名武術明星/李小龍
要上通、要人和，千萬記住孤樹難成林。

所有形式的知識，最終意味著自我的認知。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母親/楊志雲
這是她在溫家寶第一次擔任總理時，給予他的勸
戒。

這個世界會因為你的典範，而不是你的意見而改變。
——世界著名作家/保羅．柯艾賀 Paulo Coelho
他說：「當你真心渴望，整個宇宙都會聯合幫助
你。」

要行使王道，先要有力道。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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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在於長度，而在於它的深度。

人生最曼妙的風景，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美國思想家、文學家/愛默生
一個偉大的靈魂，會強化思想和生命。

——著名作家/楊絳
這是她103歲時寫作「善待暮年」的一句話，她還
說：老要有老的風骨與老的優雅，正如春華秋實，四季輪
迴，各有風釆。

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不是財產金銀，而是真理、榮
譽。
——最受台灣人懷念的領導人/蔣經國

一份對的禮物，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他常說：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

——前監察院院長錢復的夫人/田玲玲
站在收禮者的角度思考，慎重準備禮物，也是對他人
的尊重。

不要畏懼失敗，因為失敗將使你成長，並造就你的應
變能力。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一個人只要真誠，總能打動人的：即使人家一時不了

追求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因為總會有人站在反對

解，日後仍會了解的。我一生作事，總是第一坦白，第

的一邊。

二坦白，第三還是坦白。
——中國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傅雷
他是知名鋼琴家傅聰的父親，傅聰於1954年遠赴波蘭

對一個東西發生興趣，常常因為你的「能力」；你對

求學。臨行前，傅雷給他的叮囑是：「先為人，次為藝術

某一個方面天生有能力，自然會有興趣。

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之後發現的兩人往來家

——諾貝爾獎物理學家/楊振寧

書，集結成《傅雷家書》成為中國人教育後代的範本。

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興趣與能力，還需要
機遇。

時間不能倒流，但是我們可以重新書寫未來。
——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的母親/盧雅文
馬友友的人生曾經一度迷失方向，這是他的母親在
他徬徨中，給他的激勵。

第五十期∣2021∣華商世界

65

18 th

18TH World Summi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第十八屆
世界華商高峰會
新經濟．新金融．新展望
2021 年 10 月 21~23 日 • 澳 門
October 21~23, 2021•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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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