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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地
球升溫造成極端氣候，最近已在全球各地紛紛上演，歐

洲德國等地發生特大洪災，接著中國河南也發生特大

洪災，2021年12月中旬美國中西部六州同時出現30幾個龍捲

風，所掃過的地方被夷為廢墟，造成百餘人死亡，是最近才發

生的一個慘劇。全球減碳排放刻不容緩，到2030年減碳目標

是45％，以控制地球溫度升溫攝氏1.5度內，地球只剩下9年時

間，平均一年要減5％。減少碳排已是影響地球升溫最關鍵的

一環，2021年11月在英國落幕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再次向全

球昭告「淨零碳排」的急迫性。歐盟碳邊境稅、以及綠色供應

鏈的雙重壓力，也促使全球企業思索各種減碳模式。

控制碳排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指標，更攸關各國產業的未來

發展。然而，面對企業因應減碳的轉型，以及各國產業的變化

所引發的「綠色通膨」，萬物齊漲的物價壓力，也是全球人類

必須面對的大問題。本期【封面故事】以「全球淨零碳排大行

動」為主題，刊出了〈全球淨零碳排大行動〉、〈零碳經濟下

的綠色通膨〉和〈古波斯風塔．完美無碳空調〉等三篇內容，

來探討全球人類如何面對並解決這個大問題，所遭遇到的困

難，以及古人的智慧給大家參考。

第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於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在澳門

順利召開，因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實體會議與雲端線上

會議同時舉行，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商朋友也能共襄盛舉。

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也是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新任執行主席何

超瓊首次主持擔綱的大會，何執行主席期待明年的第十九屆世

界華商高峰會舉行時，能在澳門跟大家見面。本期【華商高峰

會】專欄，對本屆高峰會有詳盡的報導。也對何超瓊執行主席

有一個簡單的介紹，讓大家對她有所認識。此外，刊出了中國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第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的主題演講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摘錄內容，給未能

出席高峰會的華商朋友參考，是一篇非常有價值的經濟分析資

料。

本期【產業風雲】則刊出了〈元宇宙重塑你我空間的虛

實〉、〈魷魚遊戲的最後大贏家〉兩篇介紹性文章。【財經訊

息】則刊登了〈薩爾瓦多的「比特幣城」狂想曲〉報導了比較

特別的財經消息。其他的專欄【全球視野】、【世界萬象】、

【寰宇行腳】、【全球智慧】也有很精彩的內容，請大家自行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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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中美爭霸新領域
互聯網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與日俱增，大數據更是企業與國家都亟欲掌握的最重要資源與資

產，中、美兩國在數位經濟上的競爭也是隨處可見。中國日前正式申請加入全球第一個《數位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DEPA），美國也傳聞計畫推動涵蓋印太多國的《亞太數位貿易協議》，雙方都透
露在數位經濟領域的雄心壯志。

中
國繼9月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之後，11月再申請加入數位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

連同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

2022年1月生效，中國透過這一連串的佈局，從貨品貿易

到數位經濟領域，展現主導和參與制定區域經貿遊戲規則

的企圖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0月30日，以視頻方式參加

G20峰會時，聲稱數位經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前沿，呼籲

各國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數位鴻溝的同時，即決定申請加

入「數位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合力推動數字

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DEPA：全球首個促進數位經濟合作的國際協議
隨著世界各國數位貿易和數位合作不斷深化，資料跨

境流動、資料當地語系化存儲、網路安全、個人隱私保

護、數位稅收等帶來的系列問題開始逐步凸顯，亟需全球

性的規則和標準來協調規範。作為全球第一個關於數位經

濟的重要規則安排，DEPA具有一定的開創性。

DEPA是全球第一個促進數位經濟合作的國際協議，

2019年5月由新加坡提出，2020年6月，新加坡、紐西蘭和

智利三國簽署，旨在通過規範數位經濟和加強人工智慧等

新技術領域的合作，確保電子商務順暢化、數據轉移自由

化。

DEPA由16個主題構成，涵蓋數位經濟和貿易的各個

方面。比如，支援工商界的無紙貿易、加強網路安全、保

護數位身分、加強金融科技領域的合作，還涉及個人資訊

的隱私、消費者保護、大數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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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協定，打破傳統數位貿易大國規則壟斷

DEPA屬於主題式協定，有別於CPTPP等經貿協定牽

涉貨品貿易、關稅、智慧財產權、勞工等多面向議題，

DEPA主要是針對數位貿易領域，主要目的是消除數位元

貿易相關的障礙，內容涵蓋電子支付、數位身分驗證和保

護、人工智慧（AI）監管、網路安全、數據管理、透明和

開放等。

此外，會員不必同意全部內容，可選擇性加入其中幾

個主題。主題化加入方式有利於打破傳統數位貿易大國的

規則壟斷，靈活而高效，提供了包容性的政府間數位經濟

合作規則框架，有利於吸引更多國家加入。目前加拿大與

韓國皆啟動入會程式。分析認為，在數位貿易成為重要新

興業態下，大國將爭取成為這個領域的標準制定者。

DEPA涵蓋項目與承諾都超越CPTPP
CPTPP是第一個對數位貿易提出眾多規範的貿易協定

之一。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層級，2019年5月的電

子商務共同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談判，也試圖替數位貿易領域建立類似的規則架構。但

DEPA官網指出，DEPA談判的共同願景是要打造這個領域

DEPA	基本資料

全名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數位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

簽署國 新加坡、智利、紐西蘭

簽署時間 2020年6月12日

主旨 促進數位貿易並創建數位經濟國際合作框架

提交加入
申請國

韓國、加拿大、中國

資料來源：網路整理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的「開創性協議」，有著更大野心。為此，DEPA涵蓋的

項目與承諾都超越了CPTPP。

美國擬推印太數位貿易協議

根據彭博報導，美國拜登政府正在討論一項涵蓋印太

經濟體的數位貿易協議提案，以制衡中國在印太地區影響

力，涉及的國家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

亞、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等國在內。

這項協議可能制定數位經濟的標準，包括數據使用、

貿易便利化、電子通關安排方面的規範；這是前總統特朗

普2017年決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談

判後，拜登政府對全球最具經濟和戰略意義的地區提出經

濟初步行動。

儘管細節尚在制定，澳洲、加拿大、智利、馬來西

亞、新加坡、日本與紐西蘭都已表態參與；美國智庫「亞

洲社會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ASPI）

副總裁柯特勒Wendy Cutler也表示，美國推出數位貿易協

定，將讓美國重新回到亞洲的貿易博弈中，同時考慮重新

加入CPTPP的好處。

中、美兩國在利用數據價值方面脫穎而出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21年9月公布的《2021年數位

經濟報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美國

和中國無論是對數位經濟的參與能力還是從數位經濟收益

的能力都領先世界。

報告總結說：全世界的超大規模數據中心有一半在美

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的5G普及率最高，它們佔過去五年

人工智慧初創企業融資總額的94％，佔世界頂尖人工智慧

研究人員的 70％，佔全球最大數位平台市值的近90％。

中美兩國有世界最大的數位平台：比如美國的蘋果、

微軟、亞馬遜、Alphabet（谷歌）、Facebook，中國的騰

訊和阿里巴巴 。

報告認為，這些公司「不再只是數位平台，而是已經

成為全球性的數位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擁有強大的金融、

市場和技術力量，掌握大量用戶數據。」全球數位經濟中

另一個發揮主導作用的地區是歐洲。

美中兩國分居數位經濟大國

此外，依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8月發佈的

《全球數位經濟白皮書》統計顯示，2020年，47個國家數

位經濟成長值規模達到32.6兆美元，同比名義成長3.0％，

占GDP比重為43.7％，美國數位經濟繼續保持世界第一，

2020年規模達到13.6兆美元；中國世界第二，為5.4兆美

元，占GDP比重為38.6％；德國、日本、英國分別為第三

至第五，規模分別為2.54、2.48和1.79兆美元。

在前五大數位經濟體中，各經濟體依託自身優勢形成

特色數位經濟發展道路。美國依託技術創新實力鞏固數位

經濟全球競爭力，中國立足產業基礎和市場優勢強化數位

經濟創新，歐盟強化數位治理規則領先探索打造統一的數

位化生態，德國發揮強大製造優勢打造數位化轉型標杆，

英國全面佈局數位經濟推進數位政府建設。

贏得未來世界經濟主導權，必須贏得數字經濟主導權

根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測算，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對全

球GDP增長的推動作用已經超過貿易和投資，數位領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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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數據價值方面脫穎而出的
兩個國家

美國和中國

全球50% 
的超大規模資
料中心

初創企業所有
資金的

94%

世界上最大的
數位平台市值

的90%

全球5G 
採用率最高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2021年9月公
布的《2021年數位經濟報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與國之間規則安排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由此產生的數據

跨境流動、數位本地化存儲、數位安全、隱私、反壟斷等

一系列問題，需要規則和標準來協調，因此，數位經濟、

數位貿易在當前全球和區域經濟規則安排，以及全球經濟

治理體系中至關重要。而國際間普遍認識到：要贏得未來

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就必須首先贏得數字經濟的主導權。

聯合國：全球37％人口不知上網為何物
儘管各國想方設法地想掌握大數據，以期獲得世界經

濟的主導權。然而全球尚有許多地方無法上網。

根據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於2021年11月底

發表的《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 and Figures 

2021》內容，儘管COVID-19疫情讓人們更依賴上網，但

全球仍有約29億人從未使用過網際網路，相當於世界人口

37％。ITU估計，這29億人當中約有97％生活在開發中國

家。

ITU表示，上網人口從2019年的41億增至2021年的49

億，部分原因是受疫情驅使，但這當中的好幾億人，上網

頻率並不高，可能是使用共享設備或網速造成阻礙。ITU

也表示，將努力做到讓剩下的29億人能用上網路，不拋下

任何人。

COVID-19危機爆發第一年，全球網路用戶數量增長

超過10％，創下10年來最大年增幅。ITU認為原因在於防

疫限制下的封城、學校關閉及必須使用遠端服務的需求增

加，像網路銀行。然而網路使用成長並不平均，在較貧窮

國家，網路費用難以負擔，包括阿富汗、葉門、尼日和莫

三比克在內的全球46個最不發達國家，多達近3/4人口從未

上過網。

此外，年輕人、男性和都市居民也比老年人、女性和

農村居民有更多上網機會，性別差距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明

顯。ITU也提到，貧窮、文盲、電力供應不足和缺乏網絡

技能等問題，也是妨礙民眾上網原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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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CTAD 及UN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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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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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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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8月發佈的《全球數位經濟白皮書》

美國 中國 德國

135997 53565 25398

2020年各國數字經濟規模

▼依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8月發佈的《全球數位經濟白皮書》統計顯示，2020年，美國數位經濟繼續保持世界第一，2020年規模達到
13.6兆美元；中國世界第二，為5.4兆美元，占GDP比重為38.6％。



歐盟當局擬制定一套具劃時代意義的法律，禁止從砍伐森林地區進口牛肉、黃豆、棕櫚油、咖

啡、可可和木材等六種農產品，擬以貿易的力量推動永續環境，以保護世界上最脆弱的森林。而種

樹是最簡單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不過想要有效阻止地球暖化，減少溫室氣體被釋放，保存現有的

森林資源也非常重要。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全
球23％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土地使用和森林砍伐，

世界上每分鐘就有27個足球場大小的森林面積消

失。

六種產品須出具「非來自森林砍伐區」的證明

因此，歐盟當局擬制定一套具劃時代意義的法律，禁

止從砍伐森林地區進口牛肉、黃豆、棕櫚油、咖啡、可可

和木材等等六種農產品，擬以貿易的力量推動永續環境，

以保護世界上最脆弱的森林。

歐盟主管環境及海洋事務的專員辛克維丘斯

（Virginijus Sinkevicius）說，這項法規將強迫企業證明，

其賣到歐盟單一市場的產品不會因農業使用而造成非法森

林砍伐或退化。他並表示：「這項規定展示了我們的全球

責任，歐盟言出必行。」這六種產品約占歐盟商品進口的

19％，而此禁令的目的是要減少歐洲消費者的需求對世界

森林和原住民社會造成的衝擊。

這項法律草案仍需獲得歐

盟各國政府和歐洲議會的

批准。布魯塞爾希望這

項草案最後可以成為對

歐盟27個成員國具約束

力的法案，規定企業

進口黃豆、牛肉、棕櫚

油、可可豆、咖啡和木

製品必須出具「非來自森林

砍伐區」的證明。

商品必須符合兩項標準

根據歐盟這項草案，商品必須符合兩項標準，第一，

商品是依原產國的法律製造出來；第二，他們並非從2021

年開始以來，在被砍伐或退化的林地上生產出來的。未能

透過衛星圖像提供當局準確信息的公司，可能被處以年度

營業額4％的罰款。來自高風險國家的進口產品，則必須

接受更嚴格的檢查。

但其他人則批評這項法律草案未將橡膠列入清單。對

這種用於汽車輪胎等產品的原料需求飆升，被認為是造

成森林砍伐的重要因素之一。發表在科學期刊當代生物學

（Current Biology）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03年至2017年

間，東南亞大陸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有500萬公頃的熱

帶森林遭砍伐，以種植橡膠。

歐盟執委會並未說明，希望這項新立法何時能通過。

這項規定恐將對巴西等國家造成衝擊，歐盟憂心亞馬遜雨

林遭巴西畜牧業破壞，造成歐盟與南美洲國家的南方共同

市場（Mercosur）的貿易協議延後實施。

巴西亞馬遜雨林砍伐率達15年來最高
根據巴西國家太空署（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ace 

Research），「亞馬遜雨林」（Amazon Rainforest）的森林

砍伐率過去一年內飆升22％、達到2006年以來最高，且亞

馬遜雨林在10月砍伐面積創下新紀錄，這更彰顯總統波索

納洛（Jair Bolsonaro）遏止非法採伐的失敗。環保團體世

界自然基金會（WWF）表示，全球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森

林砍伐活動中，龐大的歐盟市場要為其中16％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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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計劃
禁止森林砍伐地區食品進口



「巴西國家太空研究院」（INPE）在2020年8月至

2021年7月期間，從官方衛星數據中觀察到世界上最大熱

帶雨林共計有1萬3235平方公里的面積被砍伐。

森林交易協議，將在2030年結束森林砍伐
此外， 2 0 2 1年 1 1月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

（Glasgow）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

方會議中，100多個國家代表簽署「森林交易協議（Forest 

Deal）」，將在2030年結束森林砍伐。

森林交易協議目標是到2030年全球森林砍伐為零，預

計提供192億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資源，用於保護原住民做

為森林守護者；促進環境可持續的商品供應和需求鏈；促

進綠色經濟資金；以及維護限制國際融資和與森林砍伐有

關的產品貿易法規。

西班牙南部避免沙漠化 植樹造林抗暖化
種樹可以說是對抗氣候變遷最簡單有效的方式。西班

牙當地專家則是透過無人機來播種，目標是透過增加植

被，來抵禦未來氣候災情。

在當地因為地貌的關係，傳統造林非常耗時又不符合

成本，因此便利用無人機的方式遠端操作來播種；裝置的

下方設計了一個盒子可以填裝種子，而這些種子也都經過

特殊的設計，可以耐旱，也可以避免被野生動物吃下肚。

專家認為這片土地百年以前是被樹覆蓋的，卻因人為活動

幾乎消失，因此從七年前開始了這項造林計畫，預計在

2035年結束，目標是透過增加樹木多樣性，來打造可以抵

禦氣候災情的地貌。

林業工程師 貝爾梅霍（Agustin Bermejo）：「為了能

夠在這個地方重建一座森林、一座山，透過種植混合的樹

種，一些能夠忍受、抵抗，並且能夠自己繁衍的物種，來

適應未來氣候變化和極端火災。」專家也認為，增加植被

將有助於恢復生態。

儘管百年以上的破壞，不可能在20年內就得到修復，

卻是第一步。一項2016年科學期刊的研究曾預估，如果地

球升溫沒有大幅度得到控制的話，西班牙的南部將會完全

變成沙漠。

米蘭計劃到 2030 年種植 300 萬棵樹。
米蘭市政府決定幫300萬居民，每人種一棵樹，讓城

市換新貌、抗高溫。米蘭市政府就啟動一項超大計畫，要

在2030年也就是10年內，在城裡種下300萬棵樹，相信綠

化將對空氣品質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影響人民的健康。

這項計畫「ForestaMi」 是由米蘭大都會市、米蘭市政

府、倫巴第地區委員會、Parco Nord Milano、Parco Agricolo 

Sud Milano、ERSAF（地區農業和林業局）和 Fondazione 

di Comunità Milano 推動的項目。希望在300萬棵樹種好

後，米蘭可以變成人類和小動物的小天堂，生態變得更多

樣，城市熱島效應也會明顯改善。截至11月19日，已經種

了281,160顆樹木。

樹木在城市土壤上的存在增加約30％，每年可吸收

500萬噸二氧化碳，而未來十年PM2.5小顆粒減少3,000

噸。

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未來12年每年必須種植25,000棵

新樹。據義大利媒體報導，該市當局正在計劃建設20個新

的城市公園，以擴大已有的城市公園，並充分利用廢棄的

區域，如廢棄的貨運鐵路網絡，樹木也將種植在2000多個

校園和私人花園中，停車場將重新轉變為公園，綠化也將

種植在平坦的屋頂上，1000萬平方米已經適合該項目。

米蘭都會區內已經有超過 1 0 0個行政區加入

Forestami，大家已經開始規劃在米蘭的街道、廣場、政府

機關、公園和較高建築上種樹。

米蘭最著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綠化壯舉之一是建築

師 Stefano Boeri 的垂直森林（Bosco Verticale）——兩座住

宅塔樓，擁有800棵樹，15,000株植物和4,500棵灌木，覆

蓋每個陽台，並為城市中最擁擠的一個站點帶來綠色。塔

樓吸引了20多種鳥類，每年可吸收30公噸二氧化碳。自這

些建築於 2014 年首次開放以來，Boeri 已成為應對氣候變

化的有力聲音。 

目前，樹木占城市面積的7％，但米蘭希望通過這一

變化，到 2030 年，他們能夠將這一數字增加到 17-20％。

歐洲認真綠化的城市不只丹麥哥本哈根﹑法國尼斯巴

黎和奧地利維也納，時尚又有超強美感的米蘭，也要讓大

家大大驚豔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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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537.1億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年增12.3％。然而中美兩國從
2016至2020年間，兩國間的直接投資總額銳減75％，由620億美元降至160億美元，尤其科技業的減
幅高達96％。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中
國商務部2021年9月29日發布「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

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1,537.1億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年增12.3％。目前，

全球80％以上的國家（地區）都有中國的投資。 

中國2020年對外投資額冠全球
依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 《2021 世界投資

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0.74兆美元，

年末存量39.25兆美元，以此為基數計算，2020年中國對外

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存量的20.2％和6.6％。流

量位列按全球國家（地區） 排名的第一位，存量列第三

位。

統計公報表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大陸2.8萬家境

內投資者已在全球189個國家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4.5萬

家，全球80％以上國家都有大陸的投資，境外中資企業資

產總額達7.9兆美元。

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涵蓋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

大類，近七成投資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製造、批發和

零售、金融領域，四大行業均超過百億美元。截至2020年

底，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八成集中在服務業，主要

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批發和零售、信息傳輸/軟體等領域。

統計公報並指出，2020年境外中資企業向投資所在國

家和地區繳納各種稅金總額合計445億美元，雇用外方員

工218.8萬人，占境外企業員工總數的60.6％。

而對外投資也帶動中國大陸貨物出口1,737億美元，占

中國貨物出口總值的6.7％。境外中資企業當年實現銷售收

入2.4兆美元。

中國在全球投資戰略的轉變

依據經濟日報《2020年對外投資全球居冠‧中國大陸

在全球買了什麼？》一文分析參考，從地區來看，2016年

時，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目的地以香港及歐美為大宗，年增

率達到82.4％和111.5％。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與運作，歐美及中國對

資金的相對控制，2017年起，中國大陸每年對外直接投資

額逐年下滑，投資目的地選擇上也改以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東南亞和非洲、南美洲等地的等開發中國家為主要推

動力。

中國2020年對外投資額冠全球
中美科技投資銳減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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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與全球主要國家(地區)流量對比

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首次位居全球第一
中國商務部發布「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1,537.1億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年增12.3％。

單位：億美元

中國近五年對外直接投資金額變化

時間
年度對外直接投資金額

（億美元）
年增率（％）

2016年 1,961.5 34.7％

2017年 1,582.9 -19.3％

2018年 1,430.4 -9.6％

2019年 1,369.1 -4.3％

2020年 1,537.1 12.3％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商務部 



對「一帶一路」沿線63個國家投資增長兩成
商務部公報顯示，2020年，中國大陸對「一帶一路」

沿線63個國家實現直接投資225.4億美元，年增20.6％，占

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14.7％。對東南亞國家、非

洲也保持著10％到30％左右不等的年增率。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聚焦基建和天然資源

相較前幾年，中國大陸企業大肆投資併購海外的高科

技、通訊、文化旅遊相關類型產業，到了2020年，據商務

部統計報告，中國大陸企業發起對外投資併購行業別前

四名，分別為「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製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及「採礦

業」，到第五名後，才始出現通訊技術、軟體、科研等。

對外投資併購排名一、三名是祕魯和智利

從對外投資併購排名前十的國家來看，美國、香港和

避稅天堂英屬開曼群島，只排在第二、四、五名，排名

一、三的卻是兩個南美洲國家，祕魯和智利。據祕魯能源

礦業部數據，自2009年至2020年7月，中國大陸在秘魯礦

業部門的投資總額接近15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銅礦擴建

項目。這使得中國大陸成為祕魯最大的礦業投資國之一和

最大的金屬消費國之一，這個情況也出現在智利。

中美緊張導致雙方科技投資銳減96％
根據管理諮詢業貝恩公司（Bain）發布的《2021年度

技術報告》 （Technology Report 2021）顯示，2016至2020

年，中美兩國間的直接投資總額銳減75％，由620億美元

降至160億美元，尤其科技業的減幅高達96％。

貝恩公司合夥人霍克（Anne Hoeker）表示，由於美國

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帶來了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中國對美

國的投資下降幅度遠大於美國對中國投資的降幅，中國企

業並把投資重點轉向歐洲和非洲。

科技、房地產和醫療保健領域跌幅最大

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總額從2016年的485億美元

降至2020年的72億美元，同一時間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

總額下降35％至86.9億美元；美中投資中心（US-China 

Investment Hub）的數據顯示，科技、房地產和醫療保健相

關領域的跌幅最大。

霍克表示，幾個主要經濟體在技術和供應鏈獨立性的

投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多，疫情帶來的供應鏈中斷

和前所未見的半導體短缺，加劇了這個趨勢。

美國自2018∼2021年4月為止，已將168家中國企業

列入黑名單，包括電信巨擘華為及其數十家附屬公司。

根據日經亞洲的分析，其中多數是技術相關企業。而美

國對華為的打壓，促使中國致力在全國打造半導體供應

鏈。考量到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美國科技企業如蘋果

（Apple）、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微軟

（Microsoft）都已要求供應商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建立產

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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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併購十大目的地（按併購金額）

$62B

$16B

20202016

其他
金融和商業服務

健康、製藥和生物技術
汽車和運輸設備

娛樂、媒體和教育

消費品和服務

房地產和酒店業

電子和電氣設備

資訊和通信技術

全部減少75%

科技方面減少96%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大幅下降，特別是在技術領域

▲根據管理諮詢業貝恩公司（Bain）發布的《2021年度技術報告》 
（Technology Report 2021）顯示，2016至2020年，中美兩國間的直接
投資總額銳減75％，由620億美元降至160億美元，尤其科技業的減
幅高達96％。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在2022年元旦正式生效。對國家而言，區域內90％以上
的貨物貿易將最終實現零關稅；對企業而言，RCEP會員國內企業，只需取得1張原產地證明書，便
可將產品銷往其他會員國。其中，中國與東協已互為最大貿易夥伴，對雙方都是互贏的基礎。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全
球最大的貿易協議2022年元旦正式生效。中、日、

韓與東協等十五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在澳洲與紐西蘭於2021年11月2日批准

後，達到至少六個東協國家和至少三個非東協國家批准後

六十天的生效條件，RCEP正式於2022年元旦生效，成為

整體GDP占全球三成的大型經濟圈。目前，中日紐澳四國

已批准，東協方面也有新加坡、汶萊、寮國、柬埔寨、越

南與泰國等6國完成批准。

全球規模最大自由貿易協定

RCEP於2012年由東協10國發起，邀請澳大利亞、中

國、印度、日本、韓國、紐西蘭6個對話夥伴國參加，

2019年印度退出後，剩餘15國推動結束全部文本談判，

以及所有實質上的市場准入談判，並於2020年11月正式簽

署協定。RCEP成員國總人口達22.7億，GDP規模26.2兆美

元，出口總額達5.2兆美元，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

易協定。成員國包含中國、日本等全球第二及第三大經濟

體，也是中日韓三國間第一個經濟合作協定（EPA）。

RCEP最大的優勢是規模夠大
RCEP雖被批評自由化不徹底、涵蓋範圍不廣、品質

不高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檔次低於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進步協定（CPTPP）。但以工業產品為中心，整體關稅

廢除率達九成以上，並設有禁止要求外資企業進行技術轉

移等保障企業的規定，一旦開始實施將逐漸形成巨大經濟

圈，使亞洲太平洋地區貿易、企業進駐更加活躍。

RCEP 2022元旦生效
中國與東盟搶互動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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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主要
成員國

共15國。東協10國（汶萊、柬埔寨、印尼、老
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
南）、中日韓及紐澳等5國，也為印度保留一扇門。

規模
RCEP成員國總人口達22.7億，GDP規模26.2兆美元，
出口總額達5.2兆美元，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
貿易協定。

內容

共20章，包括貨物貿易、投資、電商、經濟及技
術合作、政府採購及電子商務等，預估將減免至少
91％的貨物關稅、簡化通關程序，也將完成開放
65％的服務業。亮點是統一原產地規則，排除了企
業設立生產基地時的阻礙，只要在RCEP成員國生產
都可享減免關稅待遇。

意義

涵蓋全球約30％的經濟產值與貿易額，將形塑亞洲
貿易的未來樣貌，有助企業整合複雜的供應鏈，且
是中日韓第一個經濟合作協定（EPA），象徵亞洲朝
一體化貿易區邁進，也將牽動中美在亞洲的貿易影
響力消長。

生效

目前，中日紐澳四國已批准，東協方面也有新加
坡、汶萊、寮國、柬埔寨、越南與泰國等6國完成批
准。達到至少六個東協國家和至少三個非東協國家
批准後六十天的生效條件，RECP正式於2022年元旦
生效。

為何RCEP被視為
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定

覆蓋22億人

達25.6兆美元

10.4兆美元

人口

區域內貿易額

GDP

約佔世界總人口

佔全球經濟總量的

佔全球貿易總額

30%

29.3%

27.4%

15個成員國

（2019年）



但RCEP最大的優勢是規模夠大，GDP高達26.2兆美

元，人口約22.7億，均約占全球三成；是全世界經濟規模

最大，涵蓋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所產生效

果不容忽視。特別是RCEP將以往最難用FTA連結的中國-

日本與日本-韓國成功串連，生效後必然會帶動區域內貿

易。

RCEP致力於消除相關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推

行規則統一的大市場，其發展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繁榮與

穩定，在該區域內進行貿易可免征關稅的商品種類達到

91％，蘊藏著巨大潛力。RCEP包括了在服務業、市場准

入、知識產權和政府採購等方面的協議。

 

對國家優勢：90％以上的貨物貿易最終實現零關稅
協定生效後，區域內90％以上的貨物貿易將最終實現

零關稅，主要產品是生效立刻降稅到零和10年內降稅到

零，有望在較短時間內惠及各國企業和消費者。

對企業優惠：原產地累積規則

RCEP在貨物貿易領域的另一大亮點是原產地累積規

則。RCEP貨物關稅減讓承諾是規劃了國家層面的降稅安

排，RCEP原產地累積規則就是對企業層面如何享惠制定

了新指南。

根據原產地累積規則，在確定產品原產資格時，可將

各RCEP其他成員國的原產材料累積計算，來滿足最終出

口產品增值40％的原產地標準，從而更容易享受到優惠關

稅。即RCEP會員國只需取得1張原產地證明書，便可將產

品銷往其他會員國。換言之，原本專攻中國本地市場的中

國製造業者，可重新思考佈局策略，進軍吸引力與日俱增

的東協國家。

消費、電子商務科技產業將受惠

景順亞太區環球市場策略師趙耀庭則分析，到2030

年，RCEP預計為亞太地區每年增加近2000億美元的經濟

產值，目前初步分析潛在受惠產業為，消費、電子商務科

技產業。

趙耀庭解釋，未來10年內，RCEP會員國必須將90％

產品降到零關稅，進入中國市場的關稅降低，將刺激亞洲

區域內的經濟活動，包含，進口澳洲牛肉、韓國美妝產品

等都將享有零關稅，屆時亞洲消費性企業將可進一步拓展

業務，並擴大亞太地區市佔率。

此外，趙耀庭認為，協助處理跨境交易、電子商務的

區域型電商平台也可望受惠。儘管反托拉斯法與消費信貸

等電商法規議題並未納入目前談判項目，但是未來RCEP

將為此類企業打開全新的市場，進一步推升未來成長動

能。

東盟國家受益最大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11月發佈了

《RCEP對區域經濟影響評估報告》。《報告》類比結果

顯示，到2035年，RCEP將使中國實際GDP、出口和進口

增量分別較基準情形累計增長0.35％、7.59％和10.55％，

出口和進口累計增量將分別達到3154億美元和3068億美

元，經濟福利將累計增加996億美元。

此外，從實際GDP的增長率來看，東盟國家受益最

大。相較於基準情景，到2035年，東盟整體GDP累計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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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致力於消除相關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推行規則統一的大市
場，其發展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繁榮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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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將因RCEP增加4.47％。其中，柬埔寨、菲律賓、泰國、

越南的GDP獲益較大，累計增幅分別為7.98％、7.04％、

6.38％和6.33％。對中國、日本、韓國、新西蘭和澳大利

亞實際GDP增幅也均有積極貢獻。

中國與東盟的密切關係

在此15國中，中國與東盟關係密切。中新社報導，

2021年1-10月，中國大陸對RCEP成員國貿易達15171.6億

美元，占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總額的31％，其中，中國大陸

向RCEP成員國出口7029.6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的

26％；中國大陸從RCEP成員國進口8142億美元，占中國

大陸進口總額的37.2％。

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貿易達7033.4億美元，同比增長

了30％，雙方互為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貿

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比重14.4％。中國大陸向東協國家出

口同比增長28.6％，從東協國家進口同比增長31.8％；中

方順差692.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2％。

中國東協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21年是中國-東協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大陸國家

主席習近平11月22日宣布，建立中國東協（ASEAN）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要發揮「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作用，盡早啟動「中國─東協自貿區3.0版建

設」，並願進口更多東協國家優質產品，包括在未來五年

力爭從東協進口1,500億美元農產品；未來三年再向東協提

供15億美元發展援助，用於抗疫和恢復經濟。

此外，中國與柬埔寨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於2022年1

月1日正式生效實施，雙方貨貿零關稅產品稅目比例達到

90％以上，服貿也承諾給予最高開放水準。

2020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流量160.63億美元
東協已是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中國也是東協

的最大貿易夥伴。2020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流

量160.63億美元，同比增長23.3％，占當年流量總額的

10.4％，占對亞洲投資流量的14.3％。

從流向的主要國家看，新加坡居首位，流量達59.23億

美元，同比增長22.7％，占對東盟投資流量的36.9％，主

要投向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製造業、資訊

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等。

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

RCEP對中國是一大利多，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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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
流量 存量

金額 同比（％） 比重（％） 金額 比重（％）

中國香港 891.46 -1.6 58.0 14385.31 55.7

東盟 160.63 23.3 10.4 1276.13 4.9

歐盟 100.99 5.2 6.6 830.16 3.2

美國 60.19 58.1 3.9 800.48 3.1

澳大利亞 11.99 -42.5 0.8 344.39 1.3

俄羅斯 5.70 -- 0.4 120.71 0.5

合計 1230.96 2.8 80.1 17757.17 68.7

2020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流量160.63億美元
2020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流量160.63億美元，同比增長23.3％，占當年流量總額的10.4％，
占對亞洲投資流量的14.3％。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發布「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伴正是中國，RCEP的簽訂可望進一步帶動其經濟。英國

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主任華德表示：

「協定增加中國在這個區域的優勢及話語權。」

RECP對韓國經濟增長預測幾乎沒有好處
雖然各國都對此協議的正式生效充滿期待，但韓國的

專家分析卻不如想像中的美好。

根據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 （KIEP） 的《RCEP

影響評估結果（RCEP Impact Assessment Results）》報告

指出，在RCEP生效後的20年內，累計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GDP）將增長0.14％，僅為兩年前公佈的估計增長率的

1/4。 按年計算，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007％，專家表

示，在這個水平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研究顯示，RCEP預計將在 20 年內創造 12.8 億美元的

消費者福利收益並創造 14,396 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預

計未來 10 年每年的稅收將平均減少825億韓元（6960 萬美

元）。

韓國政府此前曾預計 RCEP 將為該國的出口商打開

一個巨大的市場，但由於韓國已經與 14 個 RCEP 夥伴經

濟體中的 13 個簽署了單獨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日本除

外），該貿易協定幾乎不會給經濟帶來任何影響。韓國仁

荷大學國際貿易教授Jeong In-kyo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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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發布「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020年末中國對東盟10國直接投資存量情況
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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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美元

儘管如此，許多專家仍表

示 RCEP “總比沒有好”。韓國

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所帶來的好處將是儀式

性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幫助。

全球四大區域經濟協議鼎立

亞太地區原本即是全球區域

經濟整合的熱點，近年來許多國

家除了將原本FTA升級外，也形成

不少新的雙邊FTA，大型FTA的進

展更是超出預期。

RCEP參與的十五國歷經八

年磋商，於2020年11月簽署。儘

管美國沒加入，印度也因擔憂中國大陸產品低價傾銷退

出，但以GDP而言，RCEP比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

（USMCA）和歐盟等其他區域貿易集團更大。未來RCEP

與CPTPP更會持續競逐新成員，全球將形成美墨加貿易協

定（USMCA）、歐盟、RCEP與CPTPP四足鼎立的情勢。

由於RCEP將在亞太地區逐漸移除貿易壁壘，並創造

單一整合市場等，意味中國大陸將加速整合亞太區域，外

電曾指出，雖然RCEP改變現狀的範圍有限，卻象徵中國

對東南亞的經濟影響力逐步增加。華

RCEP對韓國GDP成長的影響
根據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 （KIEP）報告，在RCEP生效後的20
年內，累計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增長0.14％，僅為兩年
前公佈的估計增長率的1/4。

0.176

0.062

0.014

2012年10月 2019年11月 2021年10月

(單位: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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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淨零碳排大行動
全球減碳目標是2030年要減碳45％，以控制地球溫度升溫攝氏1.5度內，地球只剩下

9年，平均一年要減5％。減少碳排已是影響地球升溫最關鍵的一環，2021年11月在英國

落幕的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再次向全球昭告「淨零碳排」的急迫性。

同時，歐盟碳邊境稅、以及綠色供應鏈的雙重壓力，也促使全球各企業思索各種減

碳模式。控制碳排，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指標，更攸關各國產業的未來發展。

然而，面對企業因應減碳的轉型，以及各國產業的變化，所引發的「綠色通膨」，

萬物齊漲的物價壓力，也是全球人類必須面對的必要之惡。

14 華商世界∣2022∣第五十二期



極
端氣候的各種惡象，這幾年已在全球各地紛紛上

演。匯聚百餘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再

次向全球昭告「淨零碳排」的急迫性。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已於2021年11

月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落幕，會上達成數個協議，包

括美、英、加、中等超過上百個國家承諾，在2030年終

結並逆轉森林濫伐，另外，美國和歐盟發起全球甲烷減

排倡議，承諾到2030年將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基礎上

減少30％。英、德、加發起氣候融資承諾，最快在2023

年兌現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承諾；格拉斯哥金融聯盟

（GFANZ）也承諾未來30年投資100兆美元融資發展淨零

碳排。

此外，全球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與美國)

也共同發表聯合宣言，承諾將針對氣候議題將會採取多項

行動與合作。

聯合國氣候會議達成史上首個減煤協議

最重要的是與會各國最終達成《格拉斯哥氣候公約》

（Glasgow Climate Pact），這是聯合國氣候會議達成史

上首個減煤協議，只不過各國同意「逐步減少（ph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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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達成氣候目標內容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於2021年11月13日正式結束，由100多個國家簽署協議，目標為控制未來升溫上限至攝氏1.5
度（與巴黎氣候協定目標一致），同時也達成全球首個逐步減少「煤炭」使用量計畫的協議。
如何達成氣候目標，根據COP26文本則主要分為以下四點：

逐步減少煤炭使用
190個國家同意逐步減少（phase-down）使用煤炭能源，並降低政府對於石化能源的補貼，也是首個提及
減少使用煤炭能源的氣候協議。

減少甲烷排放量
超過100個國家同意於2030年以前減少甲烷排放量30％，中國、俄羅斯、印度、伊朗和畜牧業澳洲並未
加入此項簽署。

加速轉型零碳排電動車
超過35個國家和部分全球主要車廠簽署加速轉型至零碳排電動車，主要車廠包含美國車廠General Motors 
、Ford和歐洲Jaguar、Fiat、Volvo、Audi、Ford、Volkswagen致力於2035年生產100％零碳排汽車。美、
德、日、中四個經濟體和Toyota和Hyundai並未簽署此項協議。

超過40國家簽署格拉斯
哥突破倡議（Glasgow 
Breakthroughs）

政府、企業、城市共同合作，致力於能源、運輸、農業、鋼鐵等產業對抗氣球變遷的目標，並訂立國際
共同準則和時間框架達到減碳目標。

COP26彰顯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共識，但為人所詬病的是各國面對國內重要產業或是經濟增長和環保議題的兩難抉擇時，許多國家
可能就會缺席該項協議的承諾，例如：煤炭議題遇上印度和中國的杯葛，或是傳統車廠和相關經濟體拒絕簽署轉型電動車協議等。

down）」而不是「逐步淘汰（phasing out）」使用煤炭，

引發對世界能否將地球升溫控制在攝氏1.5度以下的擔憂。

減少碳排放是迫切的危機

從這次會議中協定及承諾可發現，碳排放已躍升成為

全球關注的議題，減少碳排放已成為非常緊迫的目標。因

為，減少碳排是影響地球升溫最關鍵的一環。 

依據《巴黎協定》第3次締約國會議（CMA3）決議，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已於2021年11月在英國蘇格蘭
格拉斯哥落幕，會上達成數個協議，包括美、英、加、中等超過上百個

國家承諾，在2030年終結並逆轉森林濫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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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減碳時間表

國家地區 宣示目標 減碳制度

歐盟
•2030年較1990年減碳55％
•2050年淨零碳排

•2005年實施碳交易制度
• 2023年起試行碳關稅，2026年正式實施

美國

• 2030年減排量較2005年減少50％
•2030年新車5成為電動車
•2035年發電淨零碳排
•2050年淨零碳排

•加州自2013年起實施碳交易制度

英國
•2035年較1990減碳78％
•2050年淨零碳排

• 全球第一個立法、訂定碳預算的國家
•課徵氣候變遷稅（碳稅）

中國
•2030年碳排達到峰值
•2060年淨零碳排

• 2011年起在北京、上海、廣東等7個省市試行碳交易
• 2021年7月中實施全國性碳交易制度

韓國
•2030年碳排較2017減24％
•2050年淨零碳排

• 2015年起實施全國性碳交易制度，是亞洲第一個全國實施碳排
放交易體系的國家。

巴西 • 2030年減排目標提升至50％

日本
•2030年較2013年減排46％
•2050年淨零碳排

• 2010年起東京都、埼玉縣施行碳交易
• 2012年起課徵全球暖化對策稅（碳稅）

越南 •2030年較2015年減碳9％ •預計2025 年試行碳交易

沙烏地
阿拉伯

• 2030年每年碳排放量將減少2.78億噸
•2060年實現淨零

澳 洲
• 2050年實現碳中和，但拒絕支持甲烷減排

承諾。（甲烷是致全球變暖的第二大溫室氣
體。）

印度 •拒絕宣佈碳中和或淨零目標

．碳中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清除量達平衡
．淨零：將二氧化碳、甲烷等所有溫室氣體全部移除。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大公報

俄羅斯
r

2020年全球前10大碳排量國家排名
中國(含香港、澳門)

年碳排放量

2,912百萬噸

q

美國

年碳排放量

1,286百萬噸

w

印度

年碳排放量

666百萬噸

e

年碳排放量

430百萬噸

伊朗

年碳排放量

203百萬噸

y
年碳排放量

203百萬噸

日本
t

年碳排放量

281百萬噸

德國
u

年碳排放量

176百萬噸

印尼
p

年碳排放量

161百萬噸

沙烏地阿拉伯
i

年碳排放量

171百萬噸

韓國
o

年碳排放量

163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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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2℃之內，並

以1.5℃為目標。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指

出，預估2030年全球碳排量是524億噸，COP26

中各國承諾2030年減碳至419億噸，離控制地球

升溫1.5℃以內的266億噸目標，仍有153億噸的

遙遠距離。

碳市場雙軌制 估釋出數兆美元
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也敲定巴黎協

定第六條的碳市場規則。碳交易協定是本次會

議最具體成果之一，幾乎全球各國都贊同打造

初步規則，讓政府和企業能創造、估算、交換

碳權，並透過全球交易系統降低碳的淨排放。

此一協定意在建立全球通行的聯合國（UN）認可碳

權。碳權標準化之後，政府可以進入監管的碳權市場與非

正式的碳權市場。一國若未能達到向聯合國承諾的減排目

標，可以在碳權市場購買碳額度補足缺額。

依據BBC報導，碳市場旨在為減碳創造金錢誘因，即

某國出錢幫另一國減碳或捕捉碳，如在另一國造林或建再

生能源設施，就能把另一國的減碳成果算作自己的。各

國可以在全球市場上交易碳排放額度，每單位是一噸二氧

化碳。近30年來，全球還未能建立通用且穩定的碳市場規

則。這有助於數兆美元資金釋出，用於保護森林、建立再

生能源設施等遏制氣候變遷的行動。

這項碳市場協議以雙軌方式進行：國家雙邊碳交易不

課稅，意味開發中國家屈服於富國的要求，尤其是反對課

稅的美國；而在另一個集中發放碳信用額度的體制中，碳

交易收入要課百分之五的稅，以資助開發中國家調適。

此外，協議設定2013年起發放的額度才算數，解決了

京都議定書創造的碳排放額度如何攜帶到新的碳市場的

問題，根據德國新氣候研究所和德國應用生態研究所的分

析，這意味有三億兩千萬個額度，也就是三億兩千萬噸二

氧化碳，可以進入新市場。

全球碳費系統2020年創造530億美元收入
為抑制「碳排」，各國政府紛紛定出碳排放總量及減

量目標，使得碳排放權搖身變為可以交易的有價商品。目

前，全球已有64個碳稅或碳交易市場（ETS）在運作，管

制約 21.5％ 的世界碳排量，以歐洲和北美部分地區為主，

中國、英國及德國今年都啟動了碳市場，荷蘭和盧森堡則

是啟動了碳稅。

全球的碳費系統2020年共創造530億美元的收入，較

2019年增加了80億美元，其中，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在中

國，中國全國排放交易系統涵蓋約40億噸二氧化碳，占中

國溫室氣體排放的30％。

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在中國

中國的碳交易市場於2021年7月16日正式上線交易，

首批納入2225間電力公司，並計畫於5年內納入8大高耗能

產業，達成中國「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

重要起步。由於中國是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它也

將正式超越歐盟，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

2030年碳市規模可望超越油市
碳權潛力大，專家預測，碳權市場規模有望在2030

年超車原油市場。多國政府齊推碳排放交易，讓不少原

本專營油氣的能源業者，開始殺入碳權市場。專家Wood 

Mackenzie估計，2050年國際碳權市場將飆至22兆美元。

全球兩大原油龍頭殼牌（Royal Dutch Shell）和英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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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BP），都已經有規模可觀的碳交易部門。其他大

型能源業者，如全球最大的獨立原油交易商Vitol Group、

礦業巨擘嘉能可（Glencore）也迫不及待跨足此一市場。

專家預測，2030年碳市規模可望超越油市，而且如果

全球迅速採取行動並落實法規，碳市市值更可能提早在

2025年就超越油市。

歐盟碳邊境稅機制（CBAM），2026年正式上路
歐盟為了實現「2050 氣候中和」與「2030 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減量 55％」的目標，於2021年7月14日正式公

布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計畫，規範碳密集型產品（carbon-intensive 

production，或稱高碳排產品）若進口到歐盟，必須購買憑

證（CBAM Cerificates）才能將其產品銷往歐洲市場。

最初僅適用於碳洩漏風險高的5項商品：水泥、鋼

鐵、鋁、化肥和發電，之後才會考慮擴展到其他商品。進

口商必須於2023年開始為期三年的過渡階段（transitional 

p h a s e）期間，每季報告進口品的實際隱含排放量

（embedded emissions），包括直接與間接碳排放量，以及

是否有在排放地（產地）支付碳價的證明。

2026年系統正式實施後，進口商必須向歐盟註冊並購

買證書，商品含有多少噸碳，就必須支付相應價格，價格

依據歐盟境內碳交易市場配額的每週平均拍賣價計算。

所謂「碳洩漏（carbon leakage）」，就是境內企業將

高碳排的產品，轉移到環境與氣候政策較為寬鬆的非歐盟

國家生產，這就是「碳洩漏」狀況，將導致低碳排或發展

中國家的碳排放量增加，反而無益全球淨零目標。

關稅抑制，2030歐盟進口額減少12％
然而，碳關稅也將對全球貿易造成衝擊。歐盟官員

估計，到2030年，因為被關稅抑制，歐盟進口額將減少

12％。在歐盟首先列管的5項進口商品中，可能將被納入

碳關稅範圍、目前總計出口歐盟金額最高前3名國家分別

為：俄羅斯、中國、土耳其，他們被歐盟課稅的損失風險

最高。

但C B A M可能豁免充分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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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的非歐盟國家，以及和歐盟建立碳市場掛鉤

（linking）的國家。《經濟學人》指出，歐盟的碳邊境調

整機制涵蓋範圍將逐漸擴大，也會讓他國政府更願意採行

收碳稅、碳交易等碳定價機制。《科學人》也指出，俄羅

斯、土耳其等高度依賴與歐盟貿易的國家，可能會採行碳

定價政策。

甚至，可能會有更多國家為了保障國內產業競爭力、

加快減碳速度，仿效歐盟課徵碳關稅。例如，拜登政府重

返《巴黎協定》，已有7個碳關稅法案版本；日本經產省

也計畫召開會議，對減碳不力的進口產品課徵國境碳稅。

企業及產業鏈紛紛提出負碳排及碳中和等訴求

淨零競賽已經成為部分全球科技巨頭競逐的焦點。國

際知名企業如Microsoft、META（即Facebook）、Apple、

Google、Amazon及台積電等等也提出負碳排及碳中和等訴

求。國際品牌客戶紛紛對其供應鏈提出碳中和的要求，顯

見淨零碳排的議題將掀起全球各產業價值鏈的重新定義。

同時，歐盟「碳邊境稅」政策實施，管制進口商品的碳排

放量的這些趨勢下，對產業的壓力已經「全面抵達」，現

在已不是成本的問題，而是生存問題，許多產業在今年都

已有很深刻感受。

產業鏈帶動綠色能源轉型

哈佛大學研究員古塔（Udit Gupta）等人在2020年的

《Chasing Carbon: The Elusive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Computing》論文中寫道，晶片製造「佔了電子設備的大

部分碳輸出」。蘋果（Apple）在公布《2020年環境進度

科技業碳中和與淨零碳排時程

企業 時間 項目

APPLE 2030 碳中和

AMAZON 2040 淨零碳排

MICROSOFT 2030 負碳排

GOOGLE 2030 無碳能源

META 2030 淨零碳排

台積電 2050 100％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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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也指出，有75％碳排都來自於供應鏈的伙伴，這

些伙伴有90％的電力都來自非再生能源。

Apple 近年帶頭進行綠色能源轉型，早在2018年春季

就宣布辦公室，數據中心和零售商店，都使用 100％ 可再

生能源。 2020年7月蘋果公開承諾，為減緩氣候變遷，要

在2030年前在所有產品上實現碳中和，並利用回收再生原

料，設計打造全球最創新的產品，並完全以清潔能源製

造。

至2021年，已有175家供應商將轉換至使用再生能

源，蘋果與供應商將把逾900萬瓩潔淨能源推廣至全世

界。

微軟早在2012年就達成碳中和，下一步目標是2030年

達到負碳排、並在2050年移除微軟自1975年創立開始製造

的所有碳排。另外，也將做到水資源正效益、零廢棄物，

而碳足跡的主要來源：資料雲中心，全面替換成可再生能

源。

臉書（Facebook）在2021年4月表示，在過去三年間，

它已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了94％，現在其營運用電為

100％再生能源。2018年Facebook設定的目標其實沒這麼

高，當時僅承諾2020年將排放量減少75％。結果超前達

標，顯示Facebook確實有能力實現其2030年目標，不僅是

Facebook自家資料中心造成的排放，還包括供應商的排

放，從伺服器的硬體開發者到管理伺服器的外包公司。

2020年9月，Google宣布不僅達到了碳中和，而且還

抵消了它曾經排放的所有碳。此外，包括Nike、Google、

沃爾瑪、Ikea、賓士，各行業的龍頭廠都在做出「碳中

和」、「淨零排放」的承諾。

台積電要求設備供應商 2030 年前節能20％
為蘋果代工晶片的台積電除了承諾2050年以前實現淨

零排放，也在2020年7月宣布與丹麥再生能源廠商沃旭能

源（Orsted）簽下沃旭彰化920 MW離岸風電廠的所有電

力採購合約，並宣布在2050年實現100％碳中和，達到淨

零碳排放目標。這是全球單一案規模最大的再生能源交易

案。

此外，2021年4月台積電宣告：要求設備供應商 2030 

年前節能20％，將供應鏈碳足跡以及減碳績效，列入公司

採購重要指標，700多家供應商開始動員節能減碳。它的

牽連甚廣，包含到影印一張紙、員工出差搭什麼交通工

具，都會被計算入排碳的成本。大家開始砸錢轉型。台積

電已正式啟動對供應鏈碳足跡進行盤查，一起把碳減掉。

供應鏈是環環相扣的上下游產業，台積電起個頭，它

的供應鏈也要跟著配合，整個供應鏈就是朝向碳中和的目

標邁進。

綠色技術及綠色金融體系將更重要

綠色新興技術商業化包括：再生能源市場的蓬勃成

長，而在格拉斯哥氣候峰會結束，預期更將創造「低碳材

料、電氣化、清潔電力、氫能及碳捕捉」等嶄新市場。

同時綠色金融體系將扮演更重要角色，根據世界銀行

的預估，到2030年將有高達90兆美元的資金，流向綠色經

濟轉型。比方微軟、亞馬遜均成立氣候創新基金，導引資

金投入循環經濟、儲能技術、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永續農

業等領域，開發低碳解決方案。

全球向2050淨零碳排目標邁進，SEMI全球行銷長暨台

灣區總裁曹世綸表示，預估到2050年，全球綠色投資將突

破1兆元，加速全球加速再生能源產能及交易平台發展。

走向淨零未來的十年行動

淨零碳排的驅力，將重塑既有商業模式，讓企業從產

品的設計源頭，開始融入零碳思惟。

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表示：「推動Apple環保

之旅的創新計劃不僅對地球有利，還能幫助公司提高產品

的能效，並將清潔能源的新資源帶進全世界。」華碩董事

長施崇棠也認為：「極端氣候不僅影響人類生存環境，也

考驗企業營運韌性。」

全球暖化趨勢下，綠色經濟、淨零減排已成為舉世矚

目的重要議題，不僅是全球各國需要共同面對應用能源的

新課題，也是為各企業轉型與否的生存考驗戰。

走向淨零未來，接下來的十年已被聯合國稱為「行動

的十年（Decade of Action）」，這是黃金的十年，考驗著

各國及各企業的決心與行動。華



當
COP26通過國際碳交易規章，世界就進入「排碳

有價」時代。雖然當前這波通膨，主要是各種因

素都同時報到所造成的現象。但別輕忽因應全球減碳熱

潮，發展再生能源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攀升，也會

墊高以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而形成所謂「綠色通膨」

（greenflation）。

淨零碳排可能造成綠色通膨

國際金融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警告表示，為過渡到溫室氣體淨排放為零的世界而採

取的行動可能會加劇通貨膨脹，從而導致「綠色通膨」。

全球推動綠色經濟、節能減碳，一方面增加對新經濟

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環保標準提高，打擊礦山、冶煉廠

等舊經濟的投資，造成供應減少。結果是原物料金屬、農

作物等相關產品價格全面上漲。

企業面臨綠色轉型成本的推升

在面對蘋果、微軟等宣布建立碳中和或負排碳的供應

鏈與產品的要求，以及歐盟「碳邊境稅」政策實施，管制

進口商品的碳排放量的這些趨勢下，全球過半數企業已開

始調整其業務模式，務求在2030年實現淨零排放。

依據富達的分析師預計，未來三年，約四分之一的企

業將因排碳企業轉型之影響而承擔更高的成本，其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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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雖順應綠色能源浪潮，但短時間內，消費者仍脫離不了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在化石燃料

供需失衡下，將助漲通貨膨脹，直接推升食品、電力與其他基本必需品的價格。國際金融研究所

（IIF）警告表示，為過渡到溫室氣體淨排放為零的世界而採取的行動可能會加劇通貨膨脹，從而導
致「綠色通膨」。

零碳經濟下的
綠色通膨

企業低碳轉型，成本、支出都增加
■營運成本  ■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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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

原物料

工業

能源

非必需消費品

主要消費品

健康護理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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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低碳轉型將在3年內增加成本的分析師比率

資料來源:富達國際

源、物料及工業行業首當其衝。一位研究歐洲工業行業的

分析師指出：「根據歐盟的限額及交易制度，歐洲的航空

公司需要購買碳權。價格會隨著配額的減少而上升。」

很多企業將面臨其他類型的綠色轉型成本。略多於半

數的分析師預計，低碳轉型將在未來三年內增加企業的營

運成本，而60％的分析師認為這將推高資本支出。

環保規費也刺激物價上漲

此外，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碳稅、能源

稅、汙染罰款等，為削減溫室氣體及引導產業轉型的環保

規費，都可能增加業者生產成本，業者便會將壓力轉嫁給

消費者，刺激物價上漲。曾有投資機構估算，若歐盟碳價

水準突破100歐元，當地電力零售價將跟著提高12％ 。



再生能源取代舊能源需耗費數年，能源價格持續高漲

比爾蓋茲在COP26上表示，隨著全球逐漸擺脫對石化

能源的依賴、採用更乾淨的再生能源，過去曾支配市場超

過一世紀的石化龍頭將會面臨巨大的麻煩，「部分龍頭會

殞落。要知道，從現在起30年後，部分石油公司會變得一

文不值。」

然而，國際能源論壇（IEF）卻呼籲2030年以前，企

業需要增加每年對石油和天然氣投資金額至5,230億美元，

以免能源價格飆漲和經濟動盪。IEF在報告說道：「就配

置資本至新項目以確保往後五或六年的石油與天然氣供給

充裕，未來兩年可謂關鍵。上游投資的不足，將導致價格

波動升高和不良經濟後果。」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道達爾（TTE FP）等企

業已表示，再生能源要完全取代石油與天然氣恐需耗費數

年，甚至數十年。它們稱如再無資本投入石化燃料，今年

已突破每桶70美元的油價漲勢恐怕會持續。

製造業成本也攀升

印度塔塔鋼鐵（Tata Steel）執行長納倫德蘭（T.V. 

Narendran）表示，由於成本上揚，未來全球鋼鐵價格將

「遠高於」過去十年。

鋁的需求也不斷攀升，各大車廠標榜減碳，提升油耗

效率，在車身裡加入更多鋁以減輕重量。蘋果也提出未來

10年的低碳藍圖，促成全球最大的兩家鋁製造商的合作，

在鋁金屬的製程中採用先進的導電材料代替碳，產生低碳

鋁材來製作Macbook。但在全球最大鋁生產地──中國，

因它是高耗能產業，在當局力推節能減碳下，產鋁大省雲

南2021年9月發布通知，要求境內工廠9月至12月每月鋁產

量不能超過8月。

農業國攻生物燃料，導致糧食短缺而漲價

依據《商業週刊》分析，在綠色經濟的驅使下，玉米

是生物燃料的原料之一，在美國，大約四成玉米作物已經

轉化為乙醇。在巴西，因乙醇價格飆升，甘蔗種植者搶著

將其作物用來製造燃料。

來自加拿大的油菜籽油，該行業組織也在遊說當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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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來生產生質柴油。種植小麥的農民也越來越多傾向將

農田轉種生質燃料作物。近來巴西甘蔗多被用來做生物燃

料，糖的原料缺乏，導致糖價今年以來上漲約50％。其他

農作物也有同樣情況。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統計，由於供應條件

趨緊，需求強勁，全球糧食價格已升至十年來的最高水

平。專家表示，全球能源成本的增加可能會加劇這一問

題。要減碳就要面對更貴的生質柴油，要吃飯則要面對更

高的糧食價格。

此外，韓國尿素危機只是開端，全球肥料短缺恐迎

「糧食供應問題」。

2030年前須推行每噸160美元碳價，助漲物價漲勢
由全球101央行及金融監管機構組成的綠色體系金融

網絡（NGFS），在2021年6月的報告中計算，目前全球

碳平均價格是每噸3美元，但若要實現2050年零碳排放目

標，2030年前須推行每噸160美元碳價。

希臘央行行長斯圖納拉斯（Yannis Stournaras）就說，

「遏制氣候變遷的碳定價，將助漲物價漲勢。」

未來十年通膨展望會維持高檔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首席全球策略師Seema Shah

報告指出，投資人力挺採行ESG永續投資（環境、社

會和企業治理）的公司，卻忽略了全球經濟「綠化」

（greenification）對通膨的影響。

Shah表示，碳權成本上揚，可能會轉嫁給消費者。碳

權是企業購買的碳排放權利，可以抵消公司製造的廢氣。

倘若業者無法達成聯合國（UN）的氣候目標，也許需要

繳交罰款，有些公司可能會漲價以維持利潤。此外，公司

轉型成更環保的營運模式，可能須支付更高的勞力、資本

開支和其他費用。由此可見，綠色貨幣政策可能會讓市場

在短期內看到較多的慘綠盤面。Shah說：「必須有人吞下

這些成本，不是消費者、就是企業。」

Nordea Asset Management資深總經策略師Sebastien Galy

也認為，ESG成本的整合、原油和天然供給吃緊，未來十

年的通膨展望應該會維持高檔。華



古
埃及和波斯帝國的建築師，都曾巧妙地運用風力，

為建築物保持涼爽。如今，隨著環保意識持續升

高，愈來愈多人尋求零排放的冷卻方式，數千年前即已出

現的「風塔」（wind catcher），或許是理想的解決方案。

位於伊朗中部沙漠地區的歷史古城亞茲德市

（Yazd），是古波斯帝國的聖城，當地擁有許多令人驚

豔的古代工程奇蹟，包括古代冷氣機——「風塔」（wind 

catcher）、地下冷藏室——「冰倉」（yakhchal）及沙漠地

底灌溉系統「坎兒井」（Qanat），甚至還有郵政快遞系

統，比美國的郵政服務早了2000年。

亞茲德三種獨特波斯建築模式——冰倉、坎兒井

及風塔

亞茲德曾是絲路的驛站，中亞和印度間的絲織品與地

毯曾在此轉運。在蒙古征戰的過程中，許多藝術家及學者

紛紛至此避難，因而造就特色的文化風貌。此外，亞茲德

位於荒漠之中，可說是伊朗最乾旱的城市，夏天氣溫可達

攝氏50度，一年雨量只有60毫米。為了在乾旱的沙漠中生

存，自古波斯時代開始，亞茲德就發展出三種獨特的波斯

建築模式--冰倉、坎兒井及風塔。

古代冷卻系統，高聳的「冰倉」

「冰倉」以隔熱效果很好的土坯建造，強厚達兩公

尺。早在西元4世紀，伊朗人就能在沙漠中保存從高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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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中部的歷史古城——亞茲德（Yazd），4000年前就有古老空調系統--風塔（wind 
catcher），不需用電，只靠著塔頂的通風降溫，加上運用塔下水池的散熱，達到清涼效果。亞茲德
擁有波斯建築的風貌，也是伊朗的風塔之城，201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列為世界遺產。

古波斯風塔
完美無碳空調

風塔的冷卻原理
風塔

廢氣 風 風向

空氣
被吸入

冷卻地窖

坎兒井地下水道

空氣透過熱對流
與蒸發被冷卻

得的冰塊，高高的封口能抽取地下的冷空氣，並運用水蒸

發吸熱的原理減緩地下冰窖冰塊溶解的速度。冰倉這個冷

卻系統常與「坎兒井」的地下水道並用，使冰塊也能在夏

天保存使用。

獨特的「坎兒井」系統抽取地下水

波斯花園中，「水」是主角，在沙漠地區的水儲存及

完全利用，就是很重要的課題，「坎兒井」的設計因此應

運而成。坎兒井的設計深達地下兩百到三百公尺，是沙漠

地區相當特殊的地底灌溉系統，除了將水資源儲存起來，



在冬天遇到零下低溫，地底就會結冰，在夏天來臨時，地

底冰融，結合風塔，天然空調開始發揮作用。

亞茲德運用獨特的坎兒井系統抽取地下水，見證了人

類如何依靠有限的資源在沙漠中生存。當然，沒有「坎兒

井」，就沒有波斯花園了。

「風塔」產生自然通風和被動冷卻

「風塔」通常位於建築物的屋頂上方，造型有長方

形、圓形、方形、八角形等。過去，這是當地不可或缺的

建築結構，讓人們能夠居住在炎熱乾燥的伊朗高原。亞茲

德市在201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

遺產，原因之一正是此地保留大量的風塔。

為了更好地「捕捉」到四面八方的風，風塔做成鏤空

的設計，無論風力多麼微弱，都會透過鏤空的風塔將室

內的熱空氣抽走，這樣便會因為室內的氣壓降低後形成負

壓，從而將室外的清涼新鮮的空氣透過門窗的縫隙引入室

內，一路導引到地下室。風塔的室內部分是懸空的，下面

建有「坎兒井」延伸出來的水道及屋內的水池，熱風經過

塔身降溫（塔身越長，降溫效果越好），吹到屋內水池上

再次降溫之後，就會產生清涼效果，風塔會持續導引上空

的氣流進到屋內，變成天然空調系統。風塔將空氣壓差、

架構取向和活水結合使用，有助於在嚴苛的沙漠環境下調

節日夜溫度。風塔可造成室內、室外的溫差達30度之多。

風塔廣泛用於伊朗，北非和波斯灣周圍的西亞國家

風塔是地處荒漠的亞茲德最具有特色的建築，用於在

建築物中產生自然通風和被動冷卻。風塔廣泛用於伊朗，

北非和波斯灣周圍的西亞國家，並且已經使用了三千多

年。

研究人員指出，風塔的形狀、高度、開口方向、數

量、內部葉片的配置，與房屋的格局，都須仔細安排，以

提高風塔的降溫能力。

杜拉塔阿巴德花園有亞茲德最高的風塔

伊朗老祖先4000年前就懂得結合地理環境資源，創造

綠能建築，亞茲德因此被稱為風塔之城，在2017年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在清真寺、澡堂等公共場所，往往有多座風塔共同構

成「中央空調系統」。風塔越高大，其收集的氣流越多，

風量越大，自然冷卻效果就越好。

亞茲德最高的風塔33公尺，座落在當地最大的杜拉塔

阿巴德花園（Dolat-abad Garden）中，這座風塔外觀呈八

角形，一樓是兩層高的大廳，四周鑲嵌彩色玻璃花窗，有

噴水池連結到外頭的水渠，也因為波斯建築風貌，加上完

全跟高科技無關聯的天然空調，成為觀光景點。

古埃及利用自然風為建築物降溫

利用自然風為建築物降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

年前；美國猶他州韋伯州立大學（Weber State University）

的研究人員索伯格（Chris Soelberg）和里奇（Julie Rich）

指出，為了在炎熱的沙漠環境中創造舒適的生活環境，古

埃及的建築物採用厚實的牆壁，窗戶不面向太陽，且開設

通風口面對盛行風，並在另一側開口，讓空氣流通。

部分人士認為，波斯文明持續改良風塔的結構，

達到更好的降溫效果；伊朗德黑蘭伊拉姆大學（Ilam 

University）的桑格德（Parham Kheirkhah Sangdeh）正在研

究如何將風塔應用在當代建築，他表示，這種零化石燃料

的冷卻方法很可能會再次興起，且已開始出現在許多西方

國家，儘管形式不如伊朗那麼壯觀。

伊朗建築歷史學家比茲利（Elizabeth Beazley）表示，

現代冷卻技術，是伊朗傳統方法退化的原因，但空調通常

由化石燃料提供電力，並使用冷媒，會產生大量溫室氣

體。他指出，無論從文化的重要性和節能的觀點來看，風

塔都有進一步推廣的空間。

不需使用電力的環保降溫方式

風塔不需使用電力，因此這種降溫方式不僅環保，還

具有成本效益。目前，一般機械式空調消耗的電力，已占

全球總用電量的1/5，在倡導節能的風潮推動下，從古代流

傳下來的風塔，成為愈來愈有吸引力的選項。

全球綠能意識提升，如何減少碳足跡是當務之急。而

先人的智慧，則是我們可以慎重思考的參考依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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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新金融‧新展望
攜手走向下一個百年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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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劉偉明主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戴

建業局長、中聯辦臺灣事務部徐莽部長、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駐澳門代表處王剛主任、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

黃明智監事長、澳門中國企業協會傅建國會長，重慶市海

峽兩岸交流促進會陳全會長。

此外，還有五位嘉賓因疫情原因要線上與一起共襄盛

舉，分別是：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何超瓊執行主席、中國國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高燕會長、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丁楷恩創

辦人、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徐威先生，以及亞

洲週刊邱立本總編輯。

何超瓊：攜手走向下一個百年輝煌

大會召集人、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何超瓊執行主席在開

幕辭中表示，本屆高峰會的

主題呼應著百年輝煌大計。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

局下，如何應用好新經濟、

新模式，去積極投進到國家

發展大局，與及高質量建設

26 華商世界∣2022∣第五十二期

▼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演唱。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何超瓊執行主

席。

第
十八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於2021年12月10日至12

日，在澳門金光大道康萊德酒店舉行。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響，現場出席華商主要來自大陸及澳門地區。

除大陸各地商協會及企業代表，亦包括在大陸投資的台商

及僑商等。大會將同步直播會議實況，讓海內外各地華

商，共襄盛舉。

開幕典禮

本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幕典禮12月11日上午10時舉

行，香港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吳韋葶小姐擔任主持，在澳

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演唱《華商頌》歌聲中，高

峰會正式拉開序幕。

開幕典禮．貴賓雲集

現場出席開幕典禮的主要嘉賓，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經濟財政司李偉農司長、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嚴植嬋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王冬副特派員、世界華商組織

聯盟創會主席團尹德勝主席、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

團主席、澳門出進口商會徐偉坤會長、澳門貿易投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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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攜手走向下一個百年輝煌，這正是要深入

了解和討論的題目。

她也表示，習主席提到澳門特區「要積極對接國家戰

略，把握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

更好發揮自身所長，增強競爭優勢。」再加上頒布「兩個

深合區方案」的加持下，澳門未來不僅有「新經濟、新金

融」，還會如賀一誠長官所說的「新出路、新機遇」。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自2002年創立以來，一直以促進全

球華商經貿、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服務平台。在未來，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與世界華商高峰會，也會繼續有效發揮

服務平台的作用。尤其，藉著「兩個深合區」政策優勢的

大好機遇，琴澳必定會成為匯聚僑界力量、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共享發展機遇的重要基地。

明年是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二十周年的大日子，她期

盼，在迎來二十大慶的同時，希望能夠在全球華商更緊密

的合作下，繼續獲得各位的支持，特別是特區政府及各相

關政府機關的指引，邁向更具建設性與創造性的里程，凝

聚全球華商，實現下一個百年夢。

 李偉農：以四大產業，為澳門推進經濟適度多元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李偉農司長致辭時說，各

地華商是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促進海內外

經貿、金融、科技及文旅會展等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橋樑

和紐帶。澳門是華僑、華人聚居地，他們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與葡語國家、東盟國家有著千絲

萬縷的淵源和聯繫，在助力澳門發揮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

台功能、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中，

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備受矚目的《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已出台

實施，各地華商與澳門深化

合作，緊抓深合區的建設契

機，將可迎來更加廣闊的市

場空間和更巨大發展商機。

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澳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謀劃實現新一輪發展，制定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的重要時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將

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緊緊圍繞「一中心、一平台、一

基地」的發展定位，傾力推進經濟適度多元。重要切入點

將是以債券、財富管理、綠色金融和融資租賃為主要抓手

的現代金融業，以中醫藥研發製造推動的大健康產業，以

澳門4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高等院校科研力量為主要依托

的科技產業，以及「旅遊+」產業跨界融合包括文旅會展

商貿等產業。

此外，我們會進一步普及移動支付和加大力度推進線

上線下聯動營銷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奠定更堅實的社會

基礎和市場氛圍，以及將會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高燕：打造峰會成凝聚共識、廣聚天下英才的重
要平台

大會貴賓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高燕女士以視

頻方式致辭。她首先肯定「世界華商高峰會」長期致力於

推動全球華商對話交流、深化合作、互利共贏，成為促進

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展現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的有效平臺，為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了積

極作用。

她也期望，在此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交織之際，華商

發揮中華民族向來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和堅韌不拔的特質，

為所在國家、地區和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貢獻，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世界經濟發展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她同時期望，中國為全球各類企業提供更大機遇之

際，中國貿促會連接政企、銜接內外、對接供需，願與世

界各地華商一道，將世界華

商高峰會打造成廣泛凝聚共

識、廣聚天下英才的重要平

台，共同譜寫新時代世界華

商發展新篇章。

▼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李偉

農司長。

▼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高

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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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威：鳳凰衛視與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加強合作

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徐威先生致辭表示，中國積極參

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將於2022年1月

1日生效，這個GDP總額占全球的30％，貿易量也占全球

30％的超級經濟圈，將能為全球華商開拓新經濟，創造無

限商機。此外，中國也提出碳排放新達峰目標與碳中和願

景，為中國企業發展帶來新機遇。可持續綠色經濟與綠色

金融將推動科技創新，以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這些都為

全球華商帶來新機遇。

自第四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始，鳳凰衛視就擔任本峰

會之協辦機構。因此，徐董事局主席也表示，今年6月，

鳳凰衛視完成重組，以「新起點、新格局、新機遇」迎來

鳳凰涅槃。展望未來，鳳凰衛視將持續與世界華商組織聯

盟繼續加強合作，讓世界華商高峰會成為全球華商交流合

作的平台，助力海內外華商創造更多商機，開拓更廣闊的

發展空間。

黃明智：借助大陸發展大勢，抓住台資企業轉型

升級契機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監事長黃明智先生致辭

表示，今年是大陸「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粵港澳大灣

區和「一帶一路」建設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對廣大華僑和

港澳台同胞來說，是難得的發展機遇。客觀現實表明，台

灣天然性地屬於「海上絲綢之路」一部分、粵港澳大灣區

匯聚的台商約占大陸台商總數的三分之一，而澳門在戰略

理念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一脈相承、更是粵港澳大灣區

的組成部分，二者在經濟領域的合作有著廣闊的前景。

在經濟發展大潮中，台企聯願與海內外華商一起，借

助大陸的發展大勢，抓住台資企業轉型升級的契機，深化

區域合作和國際交流，融入區域協調發展，增進海內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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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徐威先生

致辭。

▲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

會監事長黃明智先生。

▼高峰會大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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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會主席

團主席尹德勝先生代表大會致謝

辭。

▼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

長林毅夫教授。

商交流與合作，互利共贏，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張志軍：峰會凝聚華商力量、構築華人經濟長城
注入新動力、作出新貢獻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張志軍會長發來賀信，預祝高峰會

圓滿成功。賀信上寫道：「世界華商高峰會自2004年創辦

以來，已連續舉辦十七屆，為促進全球華商社團領袖及企

業交流、增進海內外華商經貿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全

球華商界有較大影響。本屆高峰會以『新經濟．新金融．

新展望』為主題，把握時代

脈動，契合時代潮流，必將

為凝聚世界華商力量、構築

華人經濟長城注入新動力、

作出新貢獻。預祝本屆高峰

會圓滿成功！」

尹德勝：聚首澳門18年，澳門已成為華商共同
的「家」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會主席團主席尹德勝先生代表大

會致謝辭時表示，今年是大家在澳門聚會的第18個年頭，

澳門已成為華商共同的「家」。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成為全

球華商「回家團聚」，集思廣益，共創商機的盛會。感謝

澳門特區政府、所有的合作機構、支持機構，以及社會各

界的支持與參與。

此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及《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兩項新政策，為澳門、香

港及大灣區注入無限動

能。本屆高峰會也將匯集

眾志，聚焦新政策所帶來的多元產業發展、金融開放互

聯，以及國際接軌的目標。

主題論壇

大會主題論壇，由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

長龐川教授擔任主持人，

特別邀請前世界銀行副行

長、現任北京大學新結構

經濟學研究院院長的林毅

夫教授擔任主題演講嘉

賓，以「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為題，分析世界經濟格局

變化來看這百年之大變

局。

龐川教授指出，當前疫情影響人與人、國與國之交流

方式，且現在國家變強大了，中華民族復興之路更扎實。

因此我們正面臨百年之變局，需要有睿智的學者帶領我們

思考。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林毅夫教授說明，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導致世界經濟

格局變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有賴於中國的繼

續發展，才能夠進入到一個新的、和平的、穩定的格局。

他從德國、日本、韓國與美國在人均GDP的差距所造

就的經濟增長分析，中國即使面臨人口老齡化，但只要能

夠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產業、技術的差距，即中國的快速

發展的後來者優勢，中國從

2019年到2035年，這16年時

間，應該平均每年還有8％

增長的潛力。

此外，中國擁有週期

短、需研發人力資本的新經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生

院院長龐川教授。

▼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張志軍會長發

來賀信，預祝高峰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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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

貿等產業作為經濟適度多

元。期望有興趣的企業與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進一

步討論。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

路學院林惠春教授，以其專業領域分析「全球華人攜手共

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一帶一路」至今已與

140國、32個國際組織，簽屬了200分以上的文件。2021年

12月中老鐵路正式通車，意味著通過萬象、曼谷和吉隆坡

的鐵路，將昆明與新加坡用軌道連接起來的夢想終將實

現。

廣東省僑界海歸協會專家委員會專家黃勁顧問，則就

大數據的發展，解說「數智化社會轉型帶來的全球新機

遇」。他認為，數字經濟是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新風口，

運用區塊鏈帶來新的業務模式，以及人工智慧洞察資料規

律，提高決策品質，將是在二十一世紀，科技創新與戰略

佈局的重要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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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劉偉明主

席。

▼綜合論壇現場，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劉偉明主席，解說「澳門的營商環境優勢及發展機遇」。

濟優勢。中國有14億人口的人力資本優勢，有世界上最大

的市場、最齊全的產業配套。因此在新經濟上，中國比其

他國家有優勢。再以新經濟表現在獨角獸的家數上，2020

年，全世界有586家獨角獸，中國227家，美國233家，中

美不相上下。

因此，到2049年建國百周年時，中國人均GDP應可達

美國的一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實現，中國也建

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且世界的格局也會進入

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如此發展是中國人的機會、是

中國企業家的機會，也是全體華商的機會。

綜合論壇

專題演講討論當前趨勢走向

大會特別邀請三位嘉賓就當前趨勢走向，提供專題演

講。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劉偉明主席，就主題「澳門的

營商環境優勢及發展機遇」，說明澳門享有「一國兩制」

的多項營商優勢，與各區域（內地、大灣區、琴澳深合

區、葡語系國家、歐盟等）的合作機遇。並說明澳門產業

發展方向，以休閒旅遊為支柱產業，並輔以大健康、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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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林惠

春教授。

▲廣東省僑界海歸協會專家委員會

專家黃勁顧問。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代理局長李子蔚先生。

▲新會區科工商務局宋爽副局長。

▼「2021世界傑出青年華商」選拔，共有六位獲獎者，由於疫情因素影
響，現場兩位獲獎者出席，由澳門中國企業協會會長傅建國先生（中）

代表大會頒發獎項。

有限公司陳慶峰董事長，分享其在電競市場中的創業歷

程。他提及電競業缺少的不是專業電競選手，而是需要培

養優秀的導播、燈光、舞臺、搭建等人才，營造出良好的

產業生態環境。期望能運用深圳具有獨特的互聯網資源優

勢，逐步補齊產業短板，完善深圳電競產業鏈，並在粵港

澳大灣區搭建起青年文化的溝通橋樑。

2021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與亞洲周刊合辦的「2021世界傑

出青年華商」選拔，共有六位獲獎者。

分別是深圳市成瑋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慶峰先

生、深圳南友圈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苟

驊先生、捷達資源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蔡偉祺先生、

鴻創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創始人袁錫鴻先生、恒星設計

有限公司創始人兼首席設計總監陳娟女士，以及天安集團

創始人傅勁龍先生。

專題報告分享深合區及新會之優勢

此外，大會也邀請兩位嘉賓分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及新會的優勢。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李子蔚代理局長指出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一條主線就是澳門經濟適度多

元化發展。並以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豐

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

新空間，以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戰

略定位。

此外，此區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四通八達的交通、

網路開放的政策制度、及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是具有絕對

優勢的經商條件。

新會區科工商務局宋爽副局長，則介紹「新會」這個

盛產陳皮的古城，已轉變成現代化都會，是個宜家宜業宜

遊的寶藏城市。

薪火傳承──成功經驗分享

2021世界傑出青年華商得獎者，深圳市成瑋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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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菁英論壇」今年論壇主題為「大灣區企業融合的新機遇」。

2021世界華商創新獎
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菁英會共同主辦的

「2021世界華商創新獎」，以「科技與生活」為主題。本

屆共有六家企業得獎，分別是北京鴻鏈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聲揚科技有限公司、中集冷鏈發展有限公司、深圳愛

數雲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天鮮互動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宇

宙雲集團。另有安邦寧、黃文琛、陳丹尼、梁柏謙等四位

具有創意潛力的學生，獲頒「創意新星獎」。期望通過公

開表彰，對鼓勵推出創意商品，不斷自我創新都具有積極

的影響。

以創新獎得獎者除在綜合論壇展演之外，部份作品也

在「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簡稱MIF）

設置的「世界華商創新獎展覽區」中，向全球華商公開展

示。

華商菁英論壇

大會於12月10日下午，舉辦「華商菁英論壇」。今年

論壇主題為「大灣區企業融合的新機遇」。由世界華商菁

英會張鴻鈞秘書長主持，邀請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劉成昆

所長、澳門國際投資協會吳偉恩會長、深圳市前海小微蜂

資訊科技有限公司陳振鋒創辦人，以及香港保加利亞商會

梁高崗會長，就前海與橫琴可為初創企業帶來什麼樣的新

機遇、大灣區深度合作有哪些挑戰、如何帶動創新型企業

高速發展，以及如何通過高度融合等議題進行討論。

會中各位與會者都表示，期望運用橫琴、前海的政策

優勢，發揮大灣區各區域著重的產業及金融配套，配合各

▲「2021世界華商創新獎」共有六家企業得獎，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
務主席團主席徐偉坤先生（中）為獲獎者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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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也不少。最重要的是世界華商創新獎得主的創新商業

模式，吸引多家企業希望進行配對。重要成果如下：

一、世界華商創新獎得主之產品及理念於澳門國際貿

易投資展覽會（MIF）同步展出成果，共安排六間企業現

場參展，三間企業參加線上展位。現場展位吸引了廠商及

消費者駐足關注，目前已有多個廠家與他們簽定合作意

向。同時，亦有多家資產管理公司接洽創新獎得主，提供

地人才之特色，相互配合與互補，共同建設高水準對外開

放門戶樞紐，並共同創造新的競爭優勢。

社區導賞

出席華商一行40餘人，參加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規

劃的「社區導賞」遊覽。組織華商代表進入社區，除了可

發掘澳門特色活動及市區景點，並體驗地道文化及購物樂

趣，能促進社區經濟和惠及澳門中小企業，亦可協助華商

加深對澳門營商環境的了解。

本次社區導賞，參觀了澳門大賽車博物館、龍環葡

韻、嘉模聖母教堂、沿兵房斜巷、氹仔北帝廟，並至官也

街購買澳門特色手信。華商代表們紛紛表示，通過參加社

區導覽，可以感受到澳門本地的風土人情，品嚐本地美

食，購買特色商品，認識澳門更多獨特品牌，更加深入的

認識澳門。

峰會的綜合效益與商機

本屆峰會，澳門作為全球華商重要交流中心與服務平

台的社會效益彰顯，出席華商之間所創造或達成的交易與

▲出席華商一行40餘人，參加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規劃的「社區導賞」遊覽。

▼世界華商創新獎得主之產品及理念於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MIF）同步展出成果，共安排六間企業現場參展，三間企業參加線上
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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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之規劃與運用。

創新獎的概念及展演方式，可帶動全球華商對創新商

品及模式的革新，也可藉由世界華商高峰會以及澳門國際

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作為傳遞及互動平台。

二、來自北京、珠海、廣州及柬埔寨之與會華商代

表，在文化教育、藝術產業、會展、中醫藥、酒類、投資

類及精品酒投資、進出口、紡織及電子商務等提出商業配

對服務申請，希望通過MIF的商業配對，發展出跨地域的

商機。

三、中國收藏家協會國際藝術品交流委員會王竹會長

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簽署在橫琴深合區開公司之意向

書。

線上線下參與峰會互動

由於國際疫情更加嚴峻，本次峰會海外出席代表幾乎

不能親至澳門。因此，峰會採用直播方式，利用各種網絡

平台將大會盛況向全球直播。主題論壇通過ZOOM網絡會

議形式，讓主講嘉賓為大會主題演講及討論。大會透過鳳

凰網、Youtube、騰訊視頻號，以及大會直播平台會訊通

等，會議當天直接觀看峰會實況的合計達百萬人。在會後

觀看大會感況的，累計達三百萬人次。

海內外媒體的報導

本屆峰會，海內外各類新聞媒體報導熱烈。澳門本地

的澳門日報、濠江日報、巿民日報、大眾報、華僑報等都

以大篇幅的報導。澳門廣播電視也作了報導。鳳凰衛視除

了在資訊台、歐洲台、美洲台、香港台及中文台等同時向

全球聯合直播以外，各台也另外多次單獨播影。

亞洲周刊的跨欄報導詳盡，該刊是整個亞洲地區最受

華商及華人歡迎的刊物。另外，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立發

行的「華商世界」雜誌，也將在十二月份出刊的第52期，

以〈華商高峰會〉的欄目，為本屆峰會作較詳盡的報導。

峰會也得到新華網、中國新聞網、新浪、搜孤、微

博、百度、華人頭條、騰訊、網易、今日華人、每日經濟

新聞、環球傳媒、中華時報等媒體，都作了大篇幅的報

導。據統計，各大網絡媒體報導點閱量達二百萬人次。

共創輝煌的百年

本屆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辦，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分別為合

作及支持機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鳳凰衛視、台

灣商業總會、亞洲週刊、世界華商菁英會協辦，且獲得澳

門廠商聯合會、澳門出入口商會、澳門紡織商會、澳門付

貨人協會等機構共同支持。

創新及轉型，是當下企業永續發展的關鍵契機。如何

運用科技的創新發展，帶動企業的動能，是所有華商都需

要深度思考的重要課題。

明年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將滿二十周年。期望全球華商

與「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高峰會」相互合

作，共同創造永續發展議題，攜手走向下個百年輝煌。華

▼本屆峰會，海內外各類新聞媒體報導熱烈。澳門本地的澳門日報、濠

江日報、巿民日報、大眾報、華僑報等都以大篇幅的報導。澳門廣播電

視也作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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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集團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何超瓊女士自2021年11月起，正式擔任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簡稱：WFCEO）新任執行主席，成為世界
華商組織聯盟創會19年來首位女性執行主席。

何
超瓊女士為信德集團有限公司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

理、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及執

行董事等多家企業主要職務。現任全聯旅遊業商會執行會

長、全國工商聯女企業家商會副會長。

貢獻社會公益事務並致力推動各國交流

何女士於社會公益事務的貢獻及致力推動世界各國的

交流和合作的投進，讓她先後獲多個國家及機構表揚和

肯定；在中國內地，她獲授予「2020年度全國三八紅旗

手」，並在2016年獲北京市政府僑辦頒發「京華獎」；在

香港，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銀紫荊星章；在澳門，獲澳門

特區政府頒授旅遊功績勳章。在國際上，她曾多次獲法國

及意大利政府頒發榮譽勳章，包括她於2015年獲頒意大利

仁惠之星大官員勳章，以及於2018年獲頒法國榮譽軍團騎

士勳章。

企業領袖魅力及商業敏銳，帶領全球華商合作

何女士核心事業涵蓋地產發展、交通運輸、酒店、休

閒及投資等多元領域，並跨越全球各地。其企業領袖魅力

及商業敏銳，必能帶領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秉持「結合華商

力量，開創華人新紀元」的創會理念，且在全球華商更緊

密的合作下，繼續獲得華商支持，特別是特區政府及各相

關政府機關的指引下，持續有效發揮服務平台的作用，邁

向更具建設性與創造性的里程，凝聚全球華商，實現下一

個百年夢。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為建構華商世界而獻力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WFCEO）是世界各地主要華商

▲信德集團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何超瓊女士自2021年11月起，正
式擔任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新任執行主席。

社團領袖，共同為促進海內外華商之間，以及華商與各

地政府之間的交流合作，在澳門所建立的重要橋樑與服務

平台。聯盟自2003年創會以來，竭力於促進華商經貿、科

技、文化的交流合作，為構建團結、祥和的華商世界而獻

力。迄今，聯盟已在多個領域，展現了諸多備受肯定的功

能及可貴的成果。

由聯盟主辦的「世界華商高峰會」，成為海內外華商

聚首澳門，集思廣益，合作發展的重要平台。經多年的實

踐，「世界華商高峰會」已經成為一個獨特的品牌，也發

揮澳門作為全球華商服務平台的重要角色。華

何超瓊女士接任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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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表示，中國有14億人口的人力資本優勢，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最齊全的產業配
套。因此在新經濟上，中國比其他國家有優勢。到2049年建國百周年時，中國人均GDP達美國的一
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實現，中國也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世界的格局也會進

入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本文摘自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於第十八屆

世界華商高峰會之主題演講內容。）

今
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國是世界上最

貧窮的國家，為了民主的復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

之後取得每年平均9.2％增長。202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

10,500美元，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2021年，中國宣

佈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正式開啟邁向

第二個百年目標，到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之際，把中國建

設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目標。

在邁上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新征途，習近平主席提到要

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另

一個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

議，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個新論斷。

經濟是基礎，因此從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來談談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然後再來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崛起，美國影響最大

2018年，習主席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因是八國

集團（美、英、法、德、義、德、日、加）的經濟規模按

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從佔全世界47％下降到34.7％。世界

格局變化中，主要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發展。中

國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從2000年全世界的6.9％，到

2018年達到16.8％，增加9.9％。其中，美國受最大影響。

190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占到

全世界的15.8％，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2000年，美國一國獨大。美國經濟規模在2000年達到

21.9％。2014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第一大經

濟體。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就越來越大。

中美關係不穩定，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

算、按照市場規律計算，是第一大經濟體。跟120多個國

家是第一大貿易夥伴，跟其他70多個國家是第二大貿易夥

伴，中國跟全世界90％以上的國家進行緊密的貿易夥伴。

在這種格局之下，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的緊張就給世界各

個國家帶來了各種不確定性與挑戰。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

中國人均GDP達美國一半，世界即重回穩定格局
我認為，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世界就會

重新回到一個重新穩定的格局。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

的一半，像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部的山東、江蘇、浙

江、福建、廣東，這三市五省的人均GDP應可達與美國同

樣水平，而他們的人口是4億多一點，與美國的經濟體量

相當。當這三市五省人均GDP、經濟總量跟美國相當，產

業、科技水平相當，美國就沒有可以卡中國脖子的技術優

勢。

其次，中國人口規模是美國的四倍，當中國人均GDP

達到美國一半時，中國的經濟總量是美國的兩倍。第三，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林毅夫｜文



中國有14億人口，在中西部有10億人口，人均GDP是美國

的1/3，他們經濟發展的速度可以更快。若將中國東部加中

西部，中國的經濟整體增長速度就會比美國快。隨著中國

的市場規模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就

像2008年後全世界每年30％左右的市場擴張，經濟增長來

自於中國。美國經濟發展及就業不能沒有中國市場。

中國發展，方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如果中美關係處理好，那麼世界就會有一個穩定的格

局。所以要走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關鍵是中國的

發展，就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20年，中國人均GDP達10,500美元，美國已達65,000

美元。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的人均GDP，中國只有美國的

16％，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美國的20％多一

點。因此，無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要需要中國的發展，才能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

世界格局。

中國人均GDP增長仍有很大空間
德國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在1971年達

14000美元左右，人均GDP已達美國的72.4％。德國已沒有

後來者優勢，不能再引進、消化、吸收，最有技術創新的

來源，所以經濟增長的速度需要靠自己發明。

日本在1975年人均GDP達14000美元，人均GDP已達

美國的69.7％，日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在技

術創新、產業升級，也沒有後得者優勢。因此日本的經濟

增長速度放緩到4％多。

但中國在2019年達到14128美元時，按照購買力平價

計算的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2.6％。

因此，以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2％~23％左右的標準

比較，德國是在1946年達到，且從1946年到1962年，16年

的時間，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達到9.4％。日本是1956年達

到，從1956年到1972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達到9.6％。韓國

是1985年達到，從1985年到2001年，16年的時間，平均每

年的經濟增長同樣達到9％。

從德國、日本、韓國，人均G D P達到美國的

22％~23％時，他們都實現了16年每年9％以上的經濟增

長。這些國家能實現，中國就很有可能實現。

從德日韓經驗，中國平均每年有8％增長的潛力
中國必須考慮人口老齡化問題。發達國家人口老齡

化，人口不增長，GDP增長就會降到2％，和3％左右比，

下降了三分之一，自然就顯得相當疲軟。中國現在出現人

口老齡化。2020年，中國人口增長率只有0.13％，將來很

可能降到零，那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沒有。但人

均GDP的增長，就是平均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到底有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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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可從德國、日本、韓國的情形來看。

德國在1946年到1962年，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

9.4％，期間德國平均每年人口增長率是0.8％，就是運用

勞動生產率水準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就達到每年平均

8.6％。

日本1956年到1972年，這16年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

長達到9.6％，期間平均每年人口增長是1％，日本靠勞動

生產率水準提高帶來的經濟增長率是8.6％。

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平均經濟增長是9％，期間

平均每年人口增長是0.9％，就是利用勞動生產率水準提高

帶來的每年經濟增長率是達到8.1％。

即表示，中國即使面臨人口老齡化，但只要能夠充分

利用跟發達國家產業、技術的差距，即中國的快速發展的

從德日韓經驗，中國平均每年有8％增長的潛力

國別
年間

（平均16年）
平均經濟增長率

（每年）
平均人口成長率

（每年）
運用勞動生產率水準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每年）

德國 1946~1962 9.4％ 0.8％ 8.6％

日本 1956~1972 9.6％ 1％ 8.6％

韓國 1985~2001 9％ 0.9％ 8.1％

中國
（預測）

2019~2035 8％
0.13％

（2020年）
參考德日韓經驗，預估每年應有8％增長潛力。

林毅夫教授指出，中國即使面臨人口老齡化，但只要能夠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產業、技術的差距，即中國的快速發展的後來者優
勢，那中國從2019年到2035年，這16年時間，應該平均每年還有8％增長的潛力。因為這些國家實現就是代表具有可能性，就代表
中國有此潛力。

編輯部整理

後來者優勢，那中國從2019年到2035年，這16年時間，應

該平均每年還有8％增長的潛力。因為這些國家實現就是

代表具有可能性，就代表中國有此潛力。

中國擁有新經濟的優勢

此外，中國在未來發展還有新經濟的優勢。新經濟的

代表就是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當年德、日、韓追

趕美國時，新經濟尚未出現。新經濟的特色，就是產品、

技術研發週期特別短，12~18個月就有一項新產品技術。

由於研發週期特別短，要有資金的支持，但研發的成功與

否，更決定於人力資本。

這種週期短、需研發人力資本的新經濟，對中國而言

是一個優勢。新經濟最重要的是靠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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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來源，一個是先天的聰明才智，另一個就是過程的學

習。

中國有人力資本，在新經濟上更具優勢

從後天的學習看，從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大

學、研究所，中國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相當少。如澳門科技

大學與發達國家沒有多少差距。

在從先天聰明才智看，普遍的常態分佈是，約有1％

的人智商在130以上，各國的高智商比例都相同。但在技

術研發方面，重要的是絕對量。中國有十四億人口，是美

國的四倍，即代表中國的天才的數量是美國的四倍。

因此在短週期研發的新經濟上，中國跟發達國家站在

同一條起跑線。且中國有人力資本的優勢，有世界上最大

的市場、最齊全的產業配套的優勢。因此在新經濟的研發

上面，中國比其他國家有優勢。

中美在獨角獸家數不相上下

新經濟的優勢表現就是獨角獸企業（即新創不到10

年、未上市，且市場估值超過十億美元）數量。根據胡

潤獨角獸榜，2019年，全世界有484家獨角獸，中國有206

家，美國203家，中國略高於美國。2020年，全世界有586

家獨角獸，中國227家，美國233家，中美不相上下。

所以與德國、日本、韓國追趕美國時相比，現在，中

國除了有收入水準差距所帶來的產業、技術差距，所蘊含

的後來者優勢外，中國還在新經濟的創新上具有優勢。

中國每年8％增長潛力，2035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因此，我相信從2019∼2035年，中國應該有每年8％

的增長潛力。只要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應該可以實現每年

6％左右的增長。若從2021年至2035年，實現每年6％左右

的增長，我想到2025年時，中國人均GDP就可超過12535

美元，即代表跨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這對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目前，高收入國家人口只占

全世界總人口的16％，若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時，全世界

生活在高收入國家人口，就從目前16％增加到34％。

第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超過美

國，變成第一大經濟體。但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

濟規模目前約是美國的70％，若中國能夠保持6％左右增

長，到2030年時，即使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也會變成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到2035年時，中國人均GDP應該可在2020年基礎上翻

一番，達到22000美元或23000美元間。即到2035年時，中

國就會是一個中等水平的高收入國家。用同樣的分析，從

2035到2050，本世紀中葉之際，中國每年應該還有6％的

增長潛力，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中國可以實現每

年4％左右的增長。

2049年建國百年之際，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
到2049年建國百周年時，中國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

美國的一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基本實現，世界

進入到一個新的穩定格局。中美關係處理好，世界就會穩

定，世界進入一個新格局。

只要中國把這些事做好，利用中國在發展上擁有的後

來者優勢和換道超車優勢，我相信到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

之際，中國可實現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目標，而且經濟的格局、世界的格局也會進入到一個新

的、穩定的格局。如此發展是中國人的機會、是中國企業

家的機會，也是全體華商的機會。華

作者簡介    林毅夫

林毅夫教授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

授、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1994 年創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2008年被任命
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

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銀行的任
期屆滿，返回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林毅夫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國

務院參事，曾任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專職副主席，任第七、八、九、十屆

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十一屆全國人大代

表，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國內外多個有關發展

政策、農業、減貧的委員會、領導小組兼職。膺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

（原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及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並獲英法美加香港

10 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主要著作：《論中國經濟》、《戰勝命運》、
《超越發展援助》、《繁榮的求索》、《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

濟學》、《從西潮到東風》、《本體與常無》、《中國的奇跡》等二十

餘冊。並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100 多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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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海內外青年華商的創新、創造及新知識之交流與合作，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

菁英會合辦的「2021世界華商創新獎」，今年評選出六家創新企業獲得「創新獎」，並選出四位具
有創意潛力的學生頒發「創意新星獎」。

創
新，是當下企業發展的關鍵契機。「2021世界華商

創新獎」本著以促進海內外青年華商的新創、科

創、文創及新知識之交流與合作的宗旨，根據企業的創新

能力、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性、盈利能力、市場競爭能力、

團隊綜合能力及國際化商品的可能性等項目進行評審，共

有六家企業獲得「創新獎」，以及四位學生獲得「創意新

星獎」。

鴻鏈科技：雲鏈智慧物流雲平臺

北京鴻鏈科技有限公司是專業提供基於供應鏈的全鏈

條管理的數位化、智慧化

和視覺化的SaaS 平台服務

商。平台深度集成互聯網

和RFID 技術，通過簡單

的方式把B2B 供應鏈鏈條

上活躍著的不同產業的多

個參與主體串聯起來，實

現不同角色的資訊協同和

傳遞的無縫連結與動態可

視。

聲揚科技：領先的語音交互智慧分析平臺與新型

知識服務提供者

深圳市聲揚科技有限公司，是領先的語音交互智慧分

析平台與新型知識服務提供者，致力於智慧語音分析全棧

式技術研發與應用，助力企業語音資料的數位化啟動與知

識性重構，提升企業的「風控、合規、行銷」三大能力。

公司堅持「VAST」發展戰略，以V（VoiceAI 智慧語音科

技）、A（Authentication 身份識別）、S（Sense 深度感

知）、T（Transformation 人力轉型）為核心，推動人工智

慧前沿科技的產業落地，深入理解各行業在數位化轉型發

展中面對的反欺詐、合規監管、行銷方面的新痛點及應用

場景，在豐富的產品和解決方案落地中實現行業KNOW-

HOW 與技術的創新結合，幫助泛金融、安全、公共服

務、泛消費等領域的大型企事業單位在數位化浪潮中加速

實現轉型升級。

中集冷鏈：模組化組合移動冷庫的研發和產業化

中集冷鏈發展有限公司，利用中集集團在海運冷藏箱

和冷藏車的技術和製造優勢，開展移動冷庫業務。其創新

產品「多功能

模組化組合冷

箱」具有零投

資風險、安裝

週期短、可任

意組合、可

世界華商創新獎
發揮永續發展新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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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可移動、可隨時改變用途等特點，產品可廣泛應用

於農產品「最先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以及具備高

附加值的生鮮水果及醫藥冷鏈等各種場景。針對地方冷鏈

設施總量不足、品質較差、建設投資風險大等問題，中集

冷鏈為客戶提出綜合解決方案，有效解決傳統農產品易積

壓、易腐損、貨架期短等核心痛點。

愛數雲科技：一站式解決農產品供需對接方案

深圳愛數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為客戶提供互聯網資料

服務，資料清洗、資料分析和資料採擷服務、資訊技術

諮詢服務、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等。其2021年1月推出的

O2OMind是開創性的O2O零售到家領域的SaaS 平台，提供

全國、全平台、可回溯的O2O同城零售大資料服務，資料

清洗至SKU 層級。覆蓋全國所有城市O2O店鋪資料，提供

上萬個品牌超2億SKU消費品的銷售資料和消費者使用者

畫像分析，配套資料介面、O2O

中台、AI選品、SaaS系統和市場

研究專題報告服務，為消費品品

牌商、市場研究機構和零售企業

賦能。

天鮮互動科技：農產品一站式對接服務

珠海天鮮互動科技有限公司，定位於做城市傑出生鮮

供應鏈服務商，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為本地連鎖餐飲

店、社區生鮮店、電商平臺、單位食堂、社區物業等做生

鮮供應鏈服務。公司通過建立天鮮線上交易平台，擁有獨

有的天鮮供應鏈分揀配送中心，由專業的配送團隊提供產

品一站式配送服務。目前已與濠泉等50 多個上游農場農戶

基地開展深度合作，為其提供產品一站式配送服務，並給

予訂單資金、技術、管道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時與美團、

樂鴿、佳兆業物業、蛙來噠連鎖餐飲等社區生鮮平臺及服

務商開展業務合作，為其提供農產品一站式配送服務。

宇宙雲集團：NB-IOT全覆蓋柔性屏下四維結構
光識別智慧鎖

宇宙雲旗下龍騰智慧超聲波屏下靜脈識別和臉部活體

四維結構光以及彩色E-INK 加持的新一代智慧鎖，宇宙雲

龍騰智慧鎖擁有數十項智慧財產權，較傳統智慧鎖，解決

了識別率、安全性等多方面問題，並以新一代智慧鎖作為

切入點延展

智慧家居生

態，作為智

慧家居流量

入口，後期

延展金融等

多維方向，

在低功耗高算力晶片接入的同時，並為元宇宙做鋪墊。

「創意新星獎」四位潛力股入列

為提攜具有潛力的學生加入未來創新設計產品與服務

的領域，「創意新星獎」特別評選出四位優秀學生予以公

開表揚，分別是安邦寧、黃文琛、陳丹尼及梁柏謙。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達到永續發展新標竿

以上得獎者之部份作品在「第二十六屆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簡稱MIF）設置的「世界華商創新獎展覽

區」中，向全球華商公開展示。創新獎的概念及展演方

式，可帶動全球華商對創新商品及模式的革新，也可藉由

世界華商高峰會以及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

作為傳遞及互動平台。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菁英會深知，唯有善盡

企業社會之責任，發揮聯盟與企業共同發展的思維，創造

聯盟與企業的共同福祉，力求社會與環境永續的作為，就

是企業永續發展的新標竿。華



臉
書（Facebook）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berg）在

2021年10月舉行的Facebook Connect年度開發者論壇

上宣布，Facebook改名為Meta。新名字Meta反映了公司對

未來的願景，描繪打造「元宇宙」（metaverse）的計劃。

而Facebook、Instagram 、WhatsApp 則是產品品牌。

「下一個平台和媒介將是更加身臨其境和具體化的互

聯網，你將置身於體驗之中，而不僅僅是作為旁觀者，

我們稱之為元宇宙。」、「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以元宇宙

（Metaverse）優先，而不是Facebook優先。」他表示公司

未來將以社交科技、元宇宙作為發展的核心。

祖克柏預期在未來十年內，元宇宙可以觸及10億人。

他還說元宇宙會是個人們可以互動、工作、創造產品與內

容的地方，因此，他認為元宇宙承載數千億美元的數位商

務，也希望全新的生態系統可以為「數百萬」的創造者和

開發者提供就業機會。

藉助VR+AR技術，創造元宇宙虛擬世界
依據臉書說明，Meta一詞來自希臘文的「超越」

（beyond），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虛擬世界，藉助

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人們可以和身

處不同空間的他人一起打造與探索，也可以在其中與朋友

交流、工作、娛樂、學習、購物和創作等。Metaverse的目

的不一定是為了讓人們花更多時間上網，而是為了讓上網

的時間變得更有意義。

元宇宙的概念來源於《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雪崩》（Snow Crash）等科幻小說，是由現實

與虛擬混合而成的數位世界，允許人們透過虛擬環境在不

同裝置間移動及溝通。

簡單來說，「元宇宙」就是未來在網上會有一個如同

宇宙分身的虛擬宇宙，甚至每個人也會樂於在上頭塑造自

己的數位分身，去和其他人串聯交流。而大多數人會更加

認同虛擬世界的重要價值。

臉書將投入數十億美元在「元宇宙」

Facebook為了建立「元宇宙」，未來會在擴增實境

（AR）與虛擬實境（VR）實驗室投資數十億美元，並從

2021年第4季開始，會把財報拆分成「Family of Apps」及

「Facebook Reality Labs」兩大業務形式呈現的作法，目的

就是將硬體和軟體業務拆分，顯示積極打造元宇宙決心。

此外，臉書也宣布投入5000萬美元，資助全球有關延

展實境（XR）Metaverse元宇宙虛擬世界的研究機構與計

畫夥伴，以確保相關產品以負責任的方式進行開發。

未來 Facebook也將全心投入VR系統Oculus的虛擬

實境發展，就是希望能夠以虛實整合方式連接更多人。

Facebook在Facebook Connect表示，正在打造一款為 Project 

Cambria 的高階 VR 裝置。這款VR 裝置預計在2022年推

出。

近期科技領域最夯的名詞，非「元宇宙」（Metaverse）莫屬，這個出自科幻小說《潰雪》
（Snow Crash／1992年出版）的詞彙，在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鼓吹
下，將可能如同電影《一級玩家/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的情節，得以在現實世界實現。

「元宇宙」
重塑你我的虛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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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

什麼是
元宇宙

（metaverse）

．	是虛擬世界，人們可在其中交友、工作、娛
樂、購物和創作等。如同真實世界一樣。

．相關產品預計未來10～15年後才會問世。

FACEBOOK
投資

．	2年內將投入5,000萬美元，攜手政府、產
業、學者合作。

． 推出延展實境（XR）計畫與研究資金做為
起點。

． 初始合作或版包括美國國家組織、Africa No 
Filter、Electric South、Imisi3D、Women in 
Immersive Tech等。

資料來源：Facebook



Facebook預期Project Cambria能做到現有 VR 裝置未能

無法實現的功能，包含使用的新感應器能讓用戶的虛擬形

象保持目光接觸、模擬面部表情，以及用新的感應器和演

算法，讓它有深度和不同視角來感知、表現物理世界物

體的能力，Facebook相信這能讓進行用戶在進行虛擬互動

時，有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感受。

臉書將與政府、產業與學者專家合作，一起思考創建

Metaverse的挑戰與機會。例如各項服務之間具有穩定的互

通性是Metaverse成功的關鍵，因此不同公司可以依據各自

領域的經驗，共同打造虛擬世界的互動。

此外，臉書也將邀請人權與公民團體參與，確保

Metaverse創建於包容共融與賦權的基礎之上。

美聯社報導，祖克柏此舉似乎也是為了嘗試轉移外界

對「臉書文件」（Facebook Papers）的注意力。這批外洩

文件揭露臉書公司如何忽視內部報告與警告，其實臉書的

社群網路已在全世界造成或擴大傷害。

元宇宙商機來自硬體及軟體

根據第一金全球eSports電競基金經理人張帆表示，元

宇宙結合當前科技尖端技術，商機主要來自兩大塊，一是

硬體製造，包括5G基建、雲端伺服器、AR和VR等穿戴裝

置；二是軟體平台，如AI系統、遊戲介面、數位金融等。

元大投信則表示，「虛」指的是社群互動、網路商

城、線上娛樂等各項虛擬應用，以社群龍頭臉書和科技巨

擘谷歌（Google）最具代表性，臉書斥資研發最新AR、

VR技術，打算讓全球28億使用者在元宇宙中，社群互動

體驗工作、娛樂、開會、購物等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谷歌也積極研發VR裝置，同時旗下全球最大影音平台

Youtube大力推廣VR影片，藉由身歷其境體驗逐步實現元

宇宙。

「實」就是5G基礎建設、5G晶片、智慧穿戴裝置、

高效運算晶片等，另因元宇宙讓每位使用者都能打造自己

的虛擬空間與虛擬產品，龐大的數據量將使雲端資料中心

需求大增，全球5G關鍵廠商、AI晶片商、雲端資料中心等

有望搭上元宇宙熱潮。

元宇宙商機至2024年將達8000億美元
元宇宙融合了虛擬與真實世界，每個人都化身為各種

虛擬角色，做真實世界中可以做或做不到的事。過去，只

出現在科幻小說、電影情節裡；現在，拜AI、5G或6G高

速網路、AR、VR和遊戲軟體等技術之賜，將成為未來網

路社群的生活新型態。

元宇宙目前尚在起步階段，相關應用包含社群互動軟

體、5G基礎建設、VR、AR穿戴裝置、AI晶片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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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克柏預期在未來十年內，元宇宙可以觸及10億人。他還說元宇宙會是個人們可以互動、工作、創造產品與內容的地方。



彭博資訊2021年10月統計，元宇宙相關商機至2024年將達

8000億美元。被喻為「AI教父」的輝達（NVIDIA）執行

長黃仁勳就做了兩大預測，元宇宙的虛擬經濟規模將大於

實體世界；而在元宇宙中從事創作的設計師人數，也很可

能多於實體世界的設計師。

科技巨頭在元宇宙掀起下一波掘金熱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了生活重心往數位世界轉

移，促使元宇宙這個舊名詞被挖掘出新商機，虛擬世界成

了苦悶的新出口。在元宇宙的商業賽道上，國際各大廠紛

紛布局。Google通過Youtube VR布局軟體和服務，字節跳

動以近1億人民幣投資「元宇宙」遊戲開發商。遊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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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lox率先將元宇宙寫進2021年3月的上市說明書中，臉

書、微軟、輝達、騰訊、谷歌、蘋果、Snap等科技巨頭，

也都陸續宣示看好元宇宙大商機，科技巨頭的陸續加碼，

元宇宙領域有望迎來爆發式增長，也一舉炒熱元宇宙投資

話題。

元宇宙議題發酵再次帶動AR、VR熱度
市場研究機構TrendForce指出，元宇宙等議題發酵再

次帶動AR、VR的熱度，加上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促使數位轉型，也拉升AR、VR在遠端互動應

用的普及度，將吸引更多廠商和產品跨入相關領域，預估

AR、VR裝置合計出貨量將在2022年達到1202萬台。

已投入「元宇宙」的企業

企業 說明

臉書
臉書從12月1日起將以Meta platforms的名稱進行交易，取代以往社群媒體公司形象，並已重金投資AR/VR，打造VR環境
Horizon。

微軟
微軟宣布正測試的第一個元宇宙產品，是主打能提供數位化身功能的新版TEAMS聊天及會議程式，預定2022年上半年
推出，能讓員工在其中開會。

輝達
輝達已建立Omniverse平台，能夠連結3D世界成為共享的虛擬空間。該公司表示此平台可用於打造向實體世界建築物的
模擬環境。德國車商BMW也使用它來改善汽車製造。

SNAP
Snapcat母公司Snap長期致力於打造客製化化身和AR濾鏡，2021年發表第一款AR眼鏡，供開發人員試驗創造AR體驗使
用。

Roblox
2021年上市的電玩遊戲平台Roblox希望建立一個元宇宙空間，讓人們能利用3D體驗進行學習、工作、娛樂、創作、購
物和社交，甚至經營事業。

Epic Games 熱門電玩「要塞英雄」（Fortnite）開發商Epic，已從射擊遊戲發展至舞會、虛擬演唱會等社交體驗產品領域。

騰訊
騰訊是全球營收最高的電玩公司。騰訊已為其社群事業QQ註冊許多相關商標，例如「王者元宇宙」及「天美元宇宙」
等，布局含社會服務、通訊服務。

Unity Unity軟體公司開發用於設計電玩的軟體，可用於打造元宇宙的工具和技術。

Autodesk
雲端軟體業者Autodesk提供建築師和工程師用於設計或創造建築物與產品的程式，也運用於打造遊戲和娛樂的虛擬世
界。

Nike
知名球鞋品牌耐吉（Nike），也加入元宇宙的行列。據《CNBC》報導，耐吉登記了七項商標，包括知名的喬丹飛人標
誌等，在虛擬世界使用的權利，還徵求做數位設計的人才。

Google Google則通過Youtube VR布局軟體和服務

字節跳動
字節跳動砸下人民幣 1 億元，投資元宇宙概念公司代碼乾坤，該公司不僅是遊戲 UGC 平台，更是聚集創作者構建虛
擬世界。接著字節跳動以高價收購 VR 硬體廠商 Pico，據 IDC 報告，2020 年 Pico 居中國 VR 市占率第一。

Apple
蘋果公司的混合實際頭戴裝置可能在2022年推出，而且預料同時為消費者提供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功
能。根據蘋果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申請的新專利顯示，該公司正在開發隱私功能，讓iPhone內容僅能透過專用眼鏡顯
示，被形容為「隱私眼鏡」，一旦商品化，將成為巨大賣點。

宏達電 宏達電旗下的VR內容品牌VIVE ORIGINALS率先布局元宇宙，打造虛擬演唱會平台「BEATDAY」。

百度
搜索引擎出身的百度，已申請註冊metaapp商標，涉及網站服務、科學儀器，並上線「希壤」社交App。百度稱，將透
過希壤打造一個身份認同、跨越虛擬與現實、永久續存的多人互動虛擬世界。

小米 小米關注元宇宙周邊相關機會，已經進行了不少相關技術儲備，在手機、影音、顯示等方面都進行有相關投入。

資料來源：網路資訊彙整



TrendForce觀察，在追求更為真實的虛擬世界下，除

了AR、VR頭戴裝置本身硬體規格的發展外，也會延伸至

手部肢體的追蹤感測、控制器或穿戴裝置上的觸覺回饋，

甚至是耳機上的聲學功能。

除了商業應用之外，TrendForce認為，獨立VR裝置搭

配更多相機模組在內的感測器設計，將成為消費市場更常

見的選擇，若再搭配更成熟的5G網路環境，虛擬社群及多

人互動等應用會是2022年廠商投入的關鍵。

2025年全球AR/VR設備總出貨量將達2,870萬台
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簡稱

IDC）數據則顯示，今年全球AR/VR設備市場預計將增長

50％以上，總出貨量將達900萬台。IDC預計，到2025年，

全球AR/VR設備總出貨量有望達2,870萬台。疫情因素可能

推動了需求，但這種設備也變得更輕、更強大。

臉書（Facebook，現更名為Meta）的Oculus VR頭戴

式裝置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自2020年第4季以來全球佔

額超過65％，其次是中國字節跳動旗下的Pico、大朋VR

（DPVR）和台灣宏達電的VIVE系列。

VTuber虛擬偶像成元宇宙發展最前線
娛樂產業能夠快速與人互動，業界認為虛擬演唱會、

虛擬KTV、虛擬偶像很有可能是元宇宙率先大流行的應

用。

Yahoo奇摩電競頻道總製作賴俊光談起這幾年VTuber

（虛擬網紅）所帶起的風潮，許多年輕粉絲為了走到虛擬

偶像身邊，不僅願意花錢購置VR設備，還願意打造自己

的虛擬分身。「當然有些粉絲見面會是可以透過手機觀看

的，但如果你有這些VR設備，你甚至可以在那些場景裡

跟偶像擊掌、對談。」

隨著元宇宙技術愈來愈好，VTuber也成為全新的商

機。也許不久後，能進到元宇宙世界裡跟這些虛擬人物共

享歡樂，會是全新的元宇宙娛樂發展趨。

隱私與資安，影響元宇宙發展的最大「兩個黑洞」

KPMG安侯數位智能風險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謝昀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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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表示，無論從投資人或科技使用者的角度，「隱私與資

安」，將是影響元宇宙發展的最大「兩個黑洞」。

元宇宙可以被視為沉浸式的社群工具、終極版的虛擬

／擴增實境（VR／AR）應用，甚至傳說中人類意識可在

雲端永垂不朽的數位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也被寄

望在元宇宙中實現。

謝昀澤分析，透過AI運算建構出虛擬世界，勢必要讓

使用者穿戴上具有許多感測器的穿戴式AR／VR裝置，同

時會將玩家的表情、眼部運動、手部活動、說話語音、甚

至生物辨識特徵與周遭環境等數據全數進行蒐集；加上元

宇宙中的所有互動行為，包含移動、購買、交談對象、思

考邏輯、應對態度與個性化偏好等資料，也全數被元宇宙

記錄。元宇宙未來擁有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個資，元宇宙可

能也讓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原形畢露，無所遁形」。

此外，現實世界已經存在的各類新興科技風險事件，

例如穿戴裝置本身或雲端儲存資料遭駭客入侵，平台廠

商隱私大數據濫用、虛擬貨幣盜失、使用人工智慧製作假

新聞（Deepfake）等問題等，將來「眼見為憑、有圖有真

相」的傳統規則，勢將不再存在。

現實才是唯一的真實

元宇宙的世界已經開始萌芽，產業專家普遍認為，5

年後，會有千千萬萬個元宇宙會蓬勃發展，會促動數位經

濟、會帶起創新事業發展。但是，元宇宙將虛實結合，勢

必有很多面向發展需事先警惕，諸多風險需立法監督，在

打開巨大市場之前，都有待深刻探討。

隨著虛擬實境（VR）技術與互聯網的發展，科幻小

說中的元宇宙是否會成真？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分析師

佩特羅克（Victoria Petrock）認為，若「元宇宙」成真，

「你在虛擬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就會和你在現實生活中一

樣。」

然而，無論虛擬與實體合體的世界何時出現，就如

同電影《一級玩家/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結尾

說的，「現實才是唯一的真實」（Reality is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人與人的互動與真實的接觸，才是現實生

活，不要過於沉迷了。華



影
音串流巨擘Netflix的原創韓國生存遊戲劇集《魷魚

遊戲》（Squid Game）全球爆紅，成為首個奪下

Netflix美國收視排行冠軍的韓劇，更迅速成為許多國家地

區的收視排行榜冠軍寶座，後續更有望成為Netflix平台史

上最熱門影集。

《魷魚遊戲》在全球爆紅，引起民眾追劇熱潮，戲中

提到的椪糖、○△□符號、綠色運動服、彈珠遊戲、會隨

著音樂旋轉的機器人娃娃等，在各類媒體及社群上話題不

斷，周邊商品亦帶動熱賣。

Netflix在5年內為韓國貢獻47億美元經濟產值
Netflix 2016年進軍韓國後，便與當地創意製作業者合

作。最近的《魷魚遊戲》頻頻拿下全球排行冠軍，成為

首個在美國市場拿下第一位的韓國戲劇。依據Netflix與德

勤（Deloitte）報告，在2016年到2020年間，Netflix在韓國

娛樂產業的投資，為韓國經濟增加5.6兆韓元（約47億美

元），其中單單2020年這一年，就貢獻了2.3兆韓元。

Netflix從2016年開始，在韓國設立兩處片場，製造了80

部影視作品，現在有380萬訂戶，並在當地投資約7,700億

韓元生產原創內容。

Netflix與德勤（Deloitte ）對GDP貢獻度的計算，除了

包含Netflix製作與發行影視作品之外，也將外溢到其他產

業的效果算進去，像是出版業、漫畫、音樂、觀光、飲食

與時尚。以跨產業的基礎看，這四、五年間，創造的全職

就業機會達1.6萬個。

彭博資訊分析，Netflix搭上韓國娛樂產業的上升期，

《魷魚遊戲》
的最後大贏家

從《魷魚遊戲》快閃店在巴黎開幕，吸引大批民眾朝聖，爆發肢體衝突；到萬聖節的《魷魚遊

戲》裝扮，成為2021年最熱門的扮裝主角。2021年最有話題的影視節目，非《魷魚遊戲》不可。這
是Netflix及韓國，在多年的布局後，最完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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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戲中提到的椪糖、○△□符號、綠色運動服、彈珠遊戲、會隨著音樂旋轉的機器人娃娃等，在各類媒體及社群上話題不斷，

周邊商品亦帶動熱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因而成果豐碩。近年韓國的影視娛樂創意人活躍於國際舞

台，名號響亮。例如，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的電影《寄

生上流》導演奉俊昊、粉絲遍布全球的7人男子音樂團體

「防彈少年團」（BTS）等等。

《魷魚遊戲》為Netflix創造近9億美元「影響價值」
根據彭博資訊取得的Netflix內部文件顯示，《魷魚

遊戲》估計將為Netflix創造8.911億美元的「影響價值」

（impact value），約為製作成本2,140萬美元的41.6倍，凸

顯這部韓劇小兵立大功，也顯示在串流時代，一部人氣破

表的電視影集的成本效益之高。Netflix以此數據衡量每部

電視劇的表現。而這部韓劇的製作成本只花2,140萬美元，

相當於每集僅約240萬美元。

此份內部文件也顯示出獨特的數據，例如《魷魚遊

戲》在經調整觀看配比（AVS）上的得分為353分，AVS

超過9或10分就已被Netflix視為高分。AVS不僅反映有多

少用戶收看「魷魚遊戲」，也反映這些用戶具有多少價

值。Netflix的離職員工和現任員工表示，「影響價值」是

Netflix評估整個電視劇的AVS。

Netflix 設立數位通路，販售周邊商品
隨著熱度升溫，Netflix攜手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

（Walmart），設立數位通路來販賣《魷魚遊戲》、《怪

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等旗下熱門節目的周邊商品。

這有助Netflix提高旗下商品的能見度，拓展新的營收來

源。Netflix本身即有線上商店Netflix.shop，這是首次和全

國性零售商設立線上商店。

儘管Netflix全球訂閱數逾2億人，是全球最大串流服

務平台，但近來成長幅度放緩，尤其在美國。為吸引新客

戶、留住老客戶，Netflix還開始跨足遊戲領域。

Netflix的相關商品，在其他零售商線上商城就能買得

到，但Netflix自家線上商店主攻年輕、都市的消費族群，

在沃爾瑪賣的商品則瞄準中產、勞工階級。Netflix消費品

部門副總裁賽門說，「我們想持續接觸粉絲，無論他們在

哪裡，也許是透過我們在沃爾瑪的最大網路商城，也許是

更精緻的Netflix.shop」。

相信「越在地越國際」 Netflix豪賭押對寶
Netflix在2014年就押寶觀眾願意收看各國在地製作、

不同於母語的內容。過去5年，他們光是在韓國就投資7億

美元製作電影或影集，魷劇就是其中之一。

Netflix在2021年4月發表的季度業績顯示海外業務的重

要性。Netflix表示，在2021年前三個月新增的近400萬客戶

中，89％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地區。根據媒體評估公

司Ampere Analysis的數據，Netflix正在開發的新內容中約

有一半在美國以外製作。

Netflix在2021年初透露計畫投入全球製作影劇的經費

達170億美元。2018年至2020年，該公司對非英語原創內

容的投資增加了一倍。Netflix的服務現已覆蓋190多個國

家，在全球擁有2億多用戶。

「好萊塢有許多傑出的說故事能手，但（美國與世

界）卻存在不可思議的脫節，這個空隙中就潛藏機會，這

個機會代表好故事應可來自任何地方。」Netflix產品長彼

得斯（Greg Peters）2018年表示；目前他是公司營運長。

《魷魚遊戲》帶動韓國娛樂產業投資熱潮

《魷魚遊戲》紅遍全球，也帶動韓國娛樂產業投資熱

潮，從流行音樂到電影公司，近期相關個股的漲幅高漲。

分析師說，韓國娛樂產業可望進一步觸及更多觀眾。持有

《魷魚遊戲》男主角李政宰所屬經紀公司股權的影視業者

Bucket Studio，在短短三個交易日漲幅就超過70％。Netflix

犯罪影集「以吾之名」的製作公司Studio Santa Clause 

Entertainment，股價也勁揚約50％。

其他受惠於《魷魚遊戲》題材的個股，包括Netflix影

集《屍戰朝鮮》的製作公司Astory、視覺特效業者Dexter 

Studios、製作公司Showbox及韓國娛樂巨頭CJ ENM，這四

家公司的股價漲幅分別為47％、62％、64％及27.59％。

娛樂業將成為韓國經濟成長新動力

韓國以製造業的實力聞名國際，「K-POP」、「韓

流」也深具國際影響力。《魷魚遊戲》（Squid Game）則

把韓國的文化影響力提升到新的層次，也預示娛樂業將成

為韓國的經濟成長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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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
的最後大贏家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韓國電影「寄生上流」（Parasite）在2020年已成功拿

下奧斯卡金像獎後，「魷魚遊戲」則抓住全世界觀眾的目

光，也反映出韓國的軟實力日漸壯大，有助提高文化出口

對經濟的貢獻度。

相較於製造業，韓國內容產業的規模相對小，但持續

穩定成長。韓國2020年內容產業出口額為108億美元，約

只有半導體業（992億美元）的十分之一，但已比其他主

要出口品還多，例如家電（70億美元）、化妝品（76億美

元）等。

儘管規模仍小，但韓國的娛樂業的成長速度卻堪比科

技業，韓國統計廳網站數據顯示，韓國創意和藝術服務產

業的勞工人數，2009∼2019年間增加27％，相較之下，製

造業增加20％。

此外，韓劇和韓流偶像的流行，也已吸引大量觀光客

前往韓國。韓國國際文化交流振興院（KOFICE）估計，

在韓國2019年所有入境旅客中，有13％旅客是特別為了體

驗流行文化和參加粉絲活動，這些旅客該年的總支出為27

億美元。韓國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擴大亞洲以外地區

的觀光客群，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全球創新指數，亞太最佳表現是韓國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公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GII）》報告，瑞士連續 11 

年蟬聯冠軍，而今年韓國排名大躍進，首度挺進前五名，

更成為亞太地區創新指數第一的國家。

報告指，自2011年以來，五個經濟體包括：美國、中

國、日本、德國、韓國，一直是全球主要的研發支出國。

其中在創新投入方面，韓國在兩大全球創新指數框架包

括：機構（政治環境、監管環境、商業環境）及基礎設施

（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基礎設施、生態可持續性）方面

的排名上升。尤其在ICT範疇中，韓國政府的線上服務及

電子化參與度更為全球最高。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II）還提到，韓國、中國與法

國的名次變化，說明了政府的激勵措施和相關政策是刺激

企業持續創新的關鍵。

韓國政府扶植出資娛樂產業，兼推廣國家文化

根據專家評析，韓國娛樂產業早已明確掌握西方國家

市場的需求。從防彈少年團出席各大美國談話節目、韓國

歌曲在美國變得膾炙人口、韓國導演獲得奧斯卡，以及美

國動畫的外包作業交付韓國工作室處理，這四點就知道對

於西方國家來說，亞洲文化的第一名已被韓國掌握。

這一切也要歸功於韓國政府扶植出資輔助政策。上

世紀90年代，韓國頒布《電影振興法》，透過減稅等

優惠吸引企業投資；並成立法人機構電影振興委員會

（KOFIC），負責產業扶植、輔助金分配等事項，但輔助

金並非無償給予，而是透過無息或低利率貸款給製作公

司。韓國政府期望通過扶植韓流的發展，促進韓國文化在

外國的推廣。

接著，2008年放寬有線電視經營法規後，電影製作公

司開始將電影模式代入電視劇，開始打破過去的三廳式戲

劇、尋找觀眾喜好，而開創出如創下有線電視收視高峰的

《請回答》系列，或者讓韓劇正式打開海外市場的《鬼

怪》、《信號》。

韓國政府積極推廣韓流

韓國政府每年推廣韓流的支出超過5億美元。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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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熱播韓國影集《魷魚遊戲》在全球掀起追劇熱潮，劇中闖關
遊戲「戳椪糖」，喚起許多人的童趣，討論度超高，甚至在網路上

還掀起各種椪糖圖案的趣味迷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文化部2022年預算超過60億美元，其中1.42億美元用於韓

流製作，4100萬美元用於國際合作和文化內容輸出，2500

萬美元用於文化內容。

隨著政府扶植出資輔助，許多導演很願意冒險拍攝自

己風格與想法的作品。就拿奠定韓國國際市場基礎的《屍

速列車》來說，雖然活死人題材在美國很常見，但《屍速

列車》卻能用同樣的元素詮釋了韓國人的心態，等於用國

際喜歡的東西，藉機宣傳自己國家的文化以進行區隔。

金融風暴是韓國經濟被迫轉型的起點

金融風暴是韓國經濟被迫要轉型的起點，文創產業能

扶植中小企業、帶來許多就業機會。考慮到內需市場小，

民間積極尋求海外市場。韓國內容產業在金融風暴後積極

尋求外銷市場，從1998年至2005年韓劇外銷量暴增30倍。

2000年以後，韓劇冬季戀歌及韓流音樂的「少女時代」等

成功外銷，江南Style則是真正走紅全球的韓流歌曲。

過去20年，流行文化一直是韓國經濟崛起重要的一部

分。「韓流」（Hallyu）一詞起先用於描述韓國文化經濟

的輸出，像是電影、電視劇與音樂，後來擴大涵蓋了美妝

與飲食等其他產業。

「韓流的誕生：一個國家如何用流行文化征服世界」

一書作者洪恩妮（Euny Hong）曾寫道：「韓國人事先知

道『江南Style』會引發韓語歌曲熱潮嗎？當然不知道，但

他們曉得這是遲早的事。自從1990年代全球資訊網誕生以

來，他們一直在打造引領流行文化的機制。」

在韓國透過漫長而複雜的計畫，韓劇已經在收割階

段，靠著《屍速列車》、《寄生上流》乃至《魷魚遊戲》

在國際攻城掠地；韓流音樂從「少女時代」等成功外銷，

江南Style到「防彈少年團」（BTS）的全球熱潮，顯示

「K-POP」、「韓流」已成為全球文化創造與外銷主角。

韓國娛樂業籌資額攀峰

英國金融時報（FT）報導，Dealogic的數據顯示，今

年來在首爾掛牌上市的娛樂公司，整體籌資額攀抵38億美

元，創新高。拜藝人恢復現場演場會等活動之賜，韓國各

大音樂經紀公司的股價也攀抵歷史新高。

高人氣女團「Blackpink」及韓國男子天團「防彈少年

團BTS」等韓國藝人在全球大受歡迎，促使規模較小的經

紀公司陸續尋求掛牌。例如，女團「Mamamoo」所屬唱片

公司RBW，已透過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籌資268億

韓元（2,250萬美元），獲超額認購逾3,700倍。RBW總裁

金鎮佑（音譯）表示，計畫把籌得資金用來加快全球擴張

腳步，將收購更多唱片公司和智慧財產權，並簽下更多亞

洲藝人。

BTS每年幫韓國經濟賺進超過 35億美元
韓國男子天團「防彈少年團」（BTS）每年幫韓國經

濟賺進超過 35億美元。2020年BTS的Big Hit娛樂經紀公司

首次公開募股，吸引許多粉絲集資買股票，想要擁有BTS

的一部分。2021年，經紀公司Hype在11月宣布成立區塊鏈

事業後，已在考慮擴大布局非同質化代幣（NFT）市場，

不只要販賣等旗下巨星藝人的NFT產品，還可能跨足運動

界。

投資人投資的不只是BTS的經紀公司、還包含圍繞

BTS而生的粉絲生態系，這也只有韓國人才能提出的創新

經營術。

Netflix及韓國，《魷魚遊戲》最後大贏家
從《魷魚遊戲》的全球熱度，可看出Netflix對各國影

視的深耕效應，以及韓國政府多年來扶植娛樂產業的綜

效成果。Netflix及韓國，可說是《魷魚遊戲》的最後大贏

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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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的《魷魚遊戲》裝扮，成為2021年最熱門的扮裝主角。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中
美洲的薩爾瓦多（El Salvador）繼於2021年9月成

為全球第一個接納比特幣（Bitcoin）為法定貨幣

的國家之後，再於11月宣布，打造一個全新的比特幣城

（Bitcoin City），發行10億美元的比特幣債券，而且該城

市除了10％的增值稅（VAT）外，將豁免其他稅項包括財

產稅及資本利得稅。

火山提供比特幣挖礦所需的地熱發電能源

薩爾瓦多總統Nayib Bukele表示，這座新的比特幣城

將座落在豐塞卡灣（Gulf of Fonseca）靠近火山的地方，它

會呈現錢幣狀，市中心會有一個陳列比特幣符號的廣場，

將在此蓋一座電廠，以供該城市及挖礦使用。比特幣城將

如同其它城市，會有居民、商業區、機場、港口及鐵路服

務，但不徵收任何的稅賦。薩爾瓦多的火山將提供比特幣

挖礦所需的廉價地熱發電能源。

至於比特城的資金將來自該國政府所發行的10億美元

比特幣債券，這是區塊鏈業者Blockstream在 Liquid Network

上所開發的一種金融工具，其中有5億美元會用來建置發

電廠與挖礦的基礎設施，另外的5億美元則會用來購買比

特幣。根據規畫，此一比特幣債券最初的利息為6.5％，所

持有的比特幣有5年的閉鎖期，之後即會開始出售比特幣

並提供更高的利息。

有助於引入外資，振興經濟

Nayib Bukele強調，此舉將有助於引入外資並降低匯款

成本，進而振興薩爾瓦多停滯多年的經濟，全球都在等待

比特幣成為合法的流通貨幣，以開啟更多的商業機會，此

舉還能吸引全球的旅客到薩爾瓦多觀光。薩爾瓦多並未強

迫民眾使用比特幣，只是讓它成為支付的正式選項之一，

也能隨時將比特幣換成現金。

Nayib Bukele沒有提供該城的建設或者完工日期，但

指全市的公共基礎設施將花費30萬個比特幣，以當日每枚

比特幣價值約為5.9萬美元計算，即全市基礎建設金額約為

177億美元。

依據《金融時報》報導，在薩爾瓦多推出Chivo Wallet

加密貨幣錢包之後，海外的薩爾瓦多人已透過該錢包匯入

了3,200萬美元回家鄉，約占這期間所有匯款的2.5％。

目前僅有少數國外企業接受比特幣

薩爾瓦多位於中美洲，鄰近瓜地馬拉與宏都拉斯，目

前總人口為 651 萬人，人均 GDP約為 3,500 美元。薩爾瓦

多是個依賴海外國民匯款的低收入小國，過去20年皆使用

美元作為官方貨幣。據2021年9月時統計，該國約29％的

人在金融機構擁有戶頭、5.7％ 的人有信用卡、3.5％ 的人

擁有行動金融帳戶，只有5.6 ％的人會做線上購物或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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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瓦多的
「比特幣城」狂想曲

財經訊息Finance News 

薩爾瓦多是全球第一個接納比特幣為法定貨幣的國家，更宣布要打造一個比特幣城（Bitcoin 
City）。然而中、美兩國都正加強管制加密貨幣市場，中國將挖礦等列為重點整治對象，美國總統拜
登最新簽署的基礎設施法案中，明確要求數位貨幣必須賦稅。薩爾瓦多的「比特幣城」將成為比特

幣一座安全的避風港。



付帳款，且網路普及率大多集中在首都聖薩爾瓦多 （San 

Salvador）。

薩爾瓦多在9月初成為全球第一個將比特幣列為法定

貨幣的國家，只要透過手機和網路就能進行交易，對於金

融服務不普及的薩國而言可說是一大福音。但事實上，目

前僅有麥當勞、星巴克、必勝客等少數國外企業會接受比

特幣支付，本國的一些民生店面大多數仍不接受比特幣付

款。此外，很多人的個資也被盜用了。

若比特幣劇烈貶值，薩爾瓦多經濟將徹底崩盤

當比特幣成為薩爾瓦多貨幣，公民將能使用這種在幾

個小時內就貶值的貨幣繳稅，若貶值形同把政府的金庫抽

乾。投資人對薩爾瓦多政府債券的信心將因此破滅。反貪

腐專家則擔心，當地幫派將和國外幫派將利用政府信託基

金交換來源可疑的美元和比特幣（薩爾瓦多的另一種法定

貨幣），確保洗錢成功。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史蒂夫漢克警告，

使用比特幣作為官方貨幣，可能造成為薩爾瓦多經濟徹

底崩盤，因為一旦所有美元都可能被抽空，薩爾瓦多將沒

有錢，因為他們沒有本國貨幣。摩根大通也回應類似的觀

點，但措辭更加謹慎，該公司在一份報告中表示，很難看

到任何「與採用比特幣作為第二種法定貨幣相關的有形

經濟利益，還可能危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談

判。 」

國際貨幣組織（IMF）呼籲薩國不要以比特幣為法

幣，並停止比特幣發債計畫。IMF警告說：「基於比特幣

的波動性非常劇烈，使用比特幣當作法定貨幣會造成消費

者保護、財政穩健性以及財政穩定的重大風險」，並且還

「造成財政負擔加重」。

泰國救觀光，擬接納數位幣

有薩爾瓦多將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之先例，讓泰國也

希望接納數位貨幣，為低迷的觀光產業注入一些活水。

為搶救遭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旅遊業，泰國觀光局正

與監管機構和加密貨幣業者協商，準備接受以數位代幣支

付旅行費用，吸引靠加密幣致富的新貴赴泰國旅遊。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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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總統Nayib Bukele表示，這座新的比特幣城將座落在豐塞卡灣
（Gulf of Fonseca）靠近火山的地方，它會呈現錢幣狀，市中心會有一個
陳列比特幣符號的廣場，將在此蓋一座電廠，以供該城市及挖礦使用。

觀光局長育他薩（Yuthasak Supasorn）指出，疫情導致泰

國損失約800億美元觀光收入，這項新方案可望讓倚賴觀

光業的泰國經濟彌補一些損失。

儘管如此，赴泰國旅遊使用比特幣、乙太幣或其他數

位代幣，可能還要再過一段時間，目前泰國尚未承認加密

貨幣為法定貨幣。但育他薩表示，觀光局正在籌備各項作

業，為全球旅行恢復常態時廣泛接受數位貨幣奠定基礎。

育他薩指出，泰國2022年將成立一個新部門，主管發

行加密貨幣、數位錢包事宜，並打造新的觀光生態系。觀

光局目前正與證管會、泰國銀行（央行），以及泰國最大

加密貨幣交易所Bitkub Online商討這項計畫。育他薩說，

假如泰國希望2023年的觀光收入能恢復到疫情前的八成，

而外籍旅客人數只有2019年的一半，要達成這個目標的方

法是，吸引羅素克洛等國際巨星、或是像蘋果執行長庫克

這類知名的加密貨幣持有者前來旅遊。

中國央行：加密貨幣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

律地位

中國央行（人民銀行）於9月宣布，所有加密貨幣相

關交易都屬於非法金融活動，將加強防範加密貨幣交易的

相關風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中國央行指出，

比特幣、以太幣、泰達幣等加密貨幣，具有非國家央行



發行、且使用加密技術及分佈式帳戶或類似技術、及數位

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點，不應且不能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

通使用。中國央行還稱，境外加密貨幣交易所通過網路，

向中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不法之

徒，想方設法通過場外交易或個人對個人（P2P）交易來

投資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貨幣。

其實，早在2021年5月，中國三大金融業協會（中國

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以及中國支付清算協

會）就聯合聲明，禁止金融機構、支付公司開展與加密貨

幣有關業務。接著內蒙古自治區及四川發佈公告，全面清

理和關停虛擬幣「挖礦」項目。根據劍橋替代金融研究中

心（CCAF）的報告，全球「挖礦」的能耗總量中，中國

佔70％，主要分布於新疆、內蒙古、四川和雲南。

美國SEC主席：加密貨幣市場正處於「西部蠻
荒時代」

雖然美國允許開放比特幣期貨ETF交易，但在美國總

統拜登最新簽署的5500億美元基礎設施法案中，包括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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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劍橋大學替代金融中心（CCAF）數據顯示，由於中國官方加強管制加密通貨，迫使許多比特幣礦工轉移陣地，

令美國得以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大比特幣挖礦國家。截至2021年7月為止，美國約佔全球比特幣挖礦算力（hashrate）

的35.4％，較2020年9月暴增428％。「算力」指的是礦工整體挖礦運算能力。相較之下，中國算力比重大幅下滑，從

2019年9月的67％暴跌至零。

各國挖礦算力的演變

備註：

1.自2021年6月中國政府打擊採礦業以來，一直沒有可用的數據。
2. 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德國或愛爾蘭的大型採礦作業可以證明這些數位是合理的。由於通過使用VPN或
代理服務重定向IP地址，他們的份額可能會顯著膨脹。
資料來源：劍橋替代金融研究中心（CCAF）



位貨幣的新稅務報告要求，引發部分投資者對稅收疑慮，

拋售持有的加密貨幣。

依據專家分析，在美國，加密貨幣涉及的相關監管部

門至少有五個。以比特幣為例，作為目前最大的加密貨

幣，一般情況下被視為大宗商品，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

員會（CFTC）的管轄；若P2P貸款平台宣傳其特定回報率

或匯集多種數位資產，被看作類共同基金的平台，則受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作為貨幣工具，美國

貨幣監理署（COO）、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以及

美國國稅局，都有權對加密貨幣領域進行監管。

美國貨幣監理署 （OCC）、聯準會和聯邦存款保險公

司 （FDIC）在11月發表聲明，他們將於2022年宣布對加

密貨幣監管的資訊，包括銀行如何開展相關業務，以及哪

些類型屬合法活動等等。並專注於圍繞數位資產創建通用

詞彙表，識別消費者可能面臨的風險，並評估目前法規如

何適用於數位資產。

此外貨幣監理署（OCC）還發布一項新政策，指導銀

行如何解讀其先前的加密貨幣相關指令。新政策要求，其

監管的銀行在提供加密貨幣服務前必須預先申請批准，包

括加密貨幣托管、穩定幣押金持有、處理與分散式帳本相

關的加密貨幣交易。

在SEC主席Gary Gensler眼裡，加密貨幣市場正處於

「西部蠻荒時代」；OCC向加密貨幣產業發出警告，稱

加密貨幣產業可能走2008年金融危機的老路；FTC直接表

示，在2020年Q4和2021年Q1，加密貨幣相關詐欺造成近

8200萬美元的損失，是上年同期的10倍還多；美國國稅局

局長雷蒂格（Charles Rettig），則直接在參議院財政委員

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國會應授予稅務機構更多的權力以監

管加密貨幣。

自2020年以來，美國全面加強了對加密貨幣的監管，

美國國會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將加密貨幣監管列為優先事

項，尤其是在進入2021年之後，美國政府對加強加密貨幣

市場監管態度越發堅決。

印度擬立法擴大監管加密貨幣

繼中國、美國相繼宣布擴大監管加密貨幣後，印度

政府計畫在11月底國會冬季會議中，通過最新加密貨幣法

案，進一步加大監管力道，同時為印度央行 （RBI） 推行

加密貨幣鋪路。

其實印度央行早在 2018 年就曾下令禁止虛擬貨幣交

易，但被當地最高法院裁定違憲而告終，不過根據外媒

指稱，印度擬在 29 日召開的國會冬季會議中，通過名為

「加密貨幣監管及法定數位貨幣法案 （The Cryptocurrency 

and Regulation of Official Digital Currency Bill）」。

據外媒報導，印度該法案將禁止印度所有私人擁有加

密貨幣，但允許促進加密貨幣在基礎技術、其他用途上等

例外情況，也被外界視為當局正為印度央行推出自有加密

貨幣鋪路。

比特幣一年耗費電力超過阿根廷整個國家的用電量

比特幣除了須面對各國監管的問題外，也面臨對能源

的消耗和潛在的犯罪行為的譴責。

比特幣挖礦的能源消耗量相當高。劍橋大學分析顯

示，比特幣的年耗電量比阿根廷，荷蘭或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等國還多，而且快要逼近挪威的年耗電量。此外，比特

幣年耗電量也足夠全英國的電水壺使用27年。比特幣造成

環境成本很大，比特幣挖礦已在各國造成災難性的碳足

跡，一筆比特幣交易碳足跡相當刷卡73萬次。

比特幣的「挖礦」涉及到龐大的電腦運算和認證

交易，因此需要消耗巨量的能源。劍橋大學的研究人

員表示，比特幣一年耗電量大約是121.36十億千瓦時

（TWh），除非比特幣幣值下滑，否則耗電量不太可能減

少。

薩爾瓦多成為比特幣一座安全的避風港

中國對加密貨幣開了第一槍後，全球其他國家恐將陸

續採取類似的行動。各國不會允許獨立的貨幣製造者，打

敗自己的機構或貨幣。美國憲法授權國會印鈔鑄幣，雖然

也曾多次在法院被挑戰，但涉及錢的事，任何國家都傾向

中心化與管控。

面對各國決定加強管理加密貨幣，而薩爾瓦多打造的

比特幣城，將成為比特幣一座安全的避風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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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國都積極朝向創新轉型，以增取最大的福祉，即使

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沙烏地阿拉伯也不例外。石油

總有枯竭之際，在全球減碳風潮下，全球勢必走向「後石

油」時代，沙烏地阿拉伯也訂下2060年實現全國淨零碳排

放的目標年限。因此，積極發展石油以外的經濟，就是運

用過去的石油設施成為經濟轉型的資源了。

世界各地都有不少風格各異的水上樂園，供民眾戲水

遊玩。沙烏地阿拉伯宣佈將推出號稱全球第一座以「石油

鑽井平台（oil rig）」為靈感建造的水上樂園。目前官方尚

未公布開放日期，只表示這是屬於2021∼2025年5年經濟

戰略計劃的一部分，但官方宣傳指期望2030年底前每一年

都能吸引1億名遊客。

名為「鑽油平臺」（The Rig）的水上樂園興建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Saudi Arabia's Public 

Investment Fund）宣佈最新的觀光旅遊投資計劃，就叫做

「鑽油平臺」（The Rig），是以該國波斯灣上的鑽油平台

改建串聯在一起，組成總面積達15萬平方米的複合空間。

未來將擁有3家酒店、800間客戶、11間餐廳，此外，還提

Variety 世界萬象

沙烏地阿拉伯近期宣布一項投資計畫，將舊有離岸的海上鑽油平台改建，建造成一個超大的度

假村主題公園「鑽油平台（The Rig）」。

供各式水上活動及雲霄飛車、摩天輪等娛樂設施。遊客能

坐遊輪或直升機入園，各平台間則以纜車連結。沙烏地阿

拉伯公共投資基金認為這樣的計劃相當特別，預計可以吸

引來自全球的遊客，特別是同為油國的波灣國家旅客。

極限冒險運動的終極實驗室

「海上平台是為探索而創建，將過去的鑽油平台提升

到一個新的水平。」「這將是開創新感官刺激、極限冒險

運動的終極實驗室。」度假村網站的聲明寫道。

海上鑽油平臺的基本構造，下方是混凝土打造的巨大

空心浮筒，讓整個結構浮在海面上，建造的時候是打造完

成後拖至鑽油的定點，退役時自然也能拆除固定的錨索後

就能拖到其他地方，譬如拿來連線起來當成主題度假村。

完全由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共投資基金提供資金

「鑽油平台計畫」是在全球最大主題樂園連鎖品牌

六旗（Six Flags）宣布他們2023年將在沙烏地阿拉伯蓋擁

有全球速度最快雲霄飛車的主題樂園後釋出消息。據了

解，這個主題樂園完全由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共投資基金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提供資金。

沙烏地阿拉伯的轉型

近年來，該國正致力改變依賴石化能源的經濟結構，

2021年六月也新增第二間國家航空公司，試圖轉型打造國

際旅遊經濟。

境內擁有「聖城」麥加的沙烏地，每年吸引數百萬的

宗教遊客前往朝聖，不過該國限制女性自由及相對保守的

法律，常讓國際遊客裹足不前，也許鑽油平台改建的度假

村，就是該國吸引遊客的新方式。華

全球第一座
「石油鑽井平台」水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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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議會投票決定停止在現場馬戲表演中使用野生動物，並在新的動物權利立法中取締水貂養

殖，禁止寵物店販售貓狗。法國資深女星、知名動物權益倡導者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的基金
會表示，這是法國動物權利的重大進步。

鳥類以人為地膨脹它們的肝臟—長期以來也是許多動物保

護者的目標。

巡迴馬戲團從2028年起禁止野生動物表演
此外，巡迴馬戲團將從2028年起禁止野生動物表演，

海豚和虎鯨表演則將從2026年起禁止。飼養野生動物行為

也會被視為違法，水貂養殖場將在法案實施後立即被關

閉。但馬戲團業界團體的代表受訪時反彈表示，馬戲團並

未虐待動物，那是恣意性法律，將會展開抗議。

近年來，法國發生的幾起事件催生了這項禁令，包括 

2019 年從馴獸師手中救出的一隻名叫 Mischa 的病態熊的

死亡，以及2017年在巴黎一隻逃跑的老虎被槍殺。

法國民眾支持禁止馬戲團利用野生動物表演

《衛報》報導則指出，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的法國民眾

支持禁止馬戲團利用野生動物表演，法國境內的許多城市

和鄉鎮也早就禁止這麼做。

一度被視為家庭娛樂的動物馬戲團活動，在被揭露動

物們遭受殘酷對待，以及來自動保團體的倡議之後，如今

歐洲民意已轉變為反對這樣的演出形式。

約莫有20個歐洲國家早在法國之前，就已禁止或是嚴

格限制利用動物來進行娛樂表演。

法國動物權利的重大進步

法國資深女星、知名動物權益倡導者碧姬芭杜

（Brigitte Bardot）的基金會，稱讚禁止在馬戲表演中使用

老虎、獅子或熊等野生動物的做法，並表示，這是法國動

物權利的重大進步。華

法
國參議院2021年11月中，以壓倒性通過動物權利法

案，從2024年1月1日開始寵物店將禁止在櫥窗展出

和販賣貓狗。新法實施後，蓄意殺害寵物將會受到法律處

置，而非只是罰款。被指控虐待動物者會被列入一份清單

之內，且不得再飼養寵物。

2024年起寵物店等禁止販售貓狗
按照新法案，從2024年起寵物店等禁止販售貓狗，欲

飼養者必須向繁殖業者直接購入或從動物收容設施收養

等。此外，為防止衝動性購買衍生棄養行為，除購買7日

內可解約外，購入者也必須簽署證明具備飼養相關知識的

文件。新法案規定，虐待動物者最高可判處5年徒刑和7.5

萬歐元罰款。

寵物既不是玩具，也不是消費品

法國農業部長德諾曼第（Julien Denormandie）發推文

表示，寵物既不是玩具也不是消費品，並稱許這是對抗棄

養寵物的重大改善。

統計顯示，約一半法國人飼養寵物，寵物食品業界團

體指出，法國境內飼養的寵物貓狗合計將近2200萬隻，每

年被遺棄動物約10萬隻。

狩獵、鬥牛及鵝肝等議題，尚在努力中

但尚有其他爭議的問題沒有被納入立法範圍，如狩

獵、鬥牛等。狩獵、鬥牛之所以特別敏感，在於這些行為

在法國鄉村地區，被視為長存已久的文化實踐，並且受到

擁護者堅定的支持。

在法國製作鵝肝醬的農場——需要強制餵食鵝和鴨等

法國實施
禁止虐待動物嚴厲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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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千年古都之稱的埃及首都開羅（Cairo），擁有超過2千多萬的人口，是全球人口密度數一
數二高的城市。但由於人口太過密集，埃及官方宣布，從2021年12月起，將會花6個月的時間，將
中央政府及其部門，搬遷到開羅以東45公里處。關於新首都，還沒有正式名稱，目前就先被暫名為
「新首都」。

開
羅（Cairo）這座千年古都，不但是阿拉伯世界，也

是全非洲的最大都市。由於開羅當地許多公共設施

早已經不堪負荷，例如基本民生、公共衛生設施、交通建

設都無法負荷與日俱增的人口。埃及政府表示，與其頑強

奮戰，不如尋找新地點。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的發言人發表聲明，指出從2021年12月起，埃及政

府會將中央政府搬遷至開羅以東的新行政首都，遷移的過

渡期為6個月。

新首都將創造約200萬個就業機會
為了緩解首都人口過剩的壓力，埃及政府在2015年、

啟動建造新首都計畫。當局在開羅以東的沙漠地帶規畫一

座新行政首都，占地約700平方公里，除了可疏散開羅約

三分之一人口，預計將創造約200萬個就業機會。

埃及政府還未幫新

首都正式命名，就先暫

名為「新首都」（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NAC）。為了打造新

首都，埃及政府大舉招

商，吸引國際企業投

資，初期投入450億美

元的預算，隨後再追加

250億美元，而既然要

從零開始蓋起，就順便打造成智慧城市。

《路透》指出，埃及政府當初在打造新首都時是以高

科技的「智慧城市」概念去設計，此城市預計可容納650

萬的人口，市區將劃分為辦公區、商業區、外交使節區以

及公園綠地區。埃及總統塞西先前也強調，新首都與古都

將並肩前行，屆時埃及國會、各部會和大使館也將遷至新

首都，預計還能帶來不少就業機會，緩解國內經濟停滯的

問題。

開羅人口2050年將倍增到4000萬人
塞西政府聲稱有必要興建新都，因應開羅人口暴增問

題，估計開羅人口到了2050年將倍增到4000萬人，但遷都

對開羅老百姓來說卻是一大考量。

目前埃及貧窮率高達約30％，開羅市民普遍認為，新

首都價格太貴，新都有可能成為菁英階層獨享的天堂，若

有錢人都搬去那，也許開羅空間會變得比較多，而批評人

士則認為這是塞西好大喜功，宣稱這筆經費其實可妥善用

於重建受創的經濟和開羅整修工程。

各國遷都，為解決人口雍塞問題

為了解決人口雍塞的問題，不只是開羅，也有部分國

家執行過遷都計畫，例如巴西將首都從「里約熱內盧」

搬遷至「巴西利亞」、緬甸將首都「仰光」遷至「奈比

多」；而韓國首都圈，包含首爾、仁川、京畿道，韓國

政府曾推動將行首都設立在韓國中部的「世宗特別自治

市」；印尼也開始計畫將首都從「雅加達」搬遷至「婆羅

洲」。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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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府進行遷都
揮別壅塞開羅

 

▼

為了緩解首都人口過剩的

壓力，埃及政府在2015年、啟
動建造新首都計畫。



 

歐洲在入冬後疫情反撲，許多國家可能要回到封城防疫，遠距辦公模式也考慮重啟。有鑑於

此，葡萄牙政府決定修法，禁止雇主在非辦公時間聯絡員工，包括打電話、傳訊息和電子郵件，違

者將遭到罰款；家裡有8歲以下子女的員工，也有權要求居家辦公。葡萄牙政府希望透過立法保障勞
工權益，解決在疫情期間採用遠距辦公後，許多人面臨工作和家庭生活難以切割的問題。

法國2017年就實施下班後不理工作郵件法令
歐盟國家一直都是提倡勞工權益的先鋒。以工作環境

優聞名的法國，自2000年起嚴格遵守每周工作不得超過35

小時的限制。法國更於2017年實施新法，賦予勞工權利，

可忽略下班後工作電郵的「離線權」（right to disconnect）

新法，保障法國勞工下班後可以不理會工作相關電子郵

件。

該法主要對象為雇用超過50名以上員工的公司，必須

制定的良好準則，讓員工不必在下班後還得收發電子郵

件。而葡萄牙是疫情後，第一個因應遠距辦公而修法的國

家。華

隨
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遠端上班也讓原本上下班的

界線變得模糊。為了保護勞工福祉，葡萄牙在2021

年11月5日通過「禁止雇主在非上班時間聯絡員工甚至交

辦工作」的新法令，並於次日生效。

新法內容禁止雇主在非工作時間「通過電話、簡訊或

電子郵件等方式聯繫員工」，並強調「老闆必須尊重員工

隱私，包括休息和家庭時間」，且任何違規行為都構成犯

罪、導致罰款。

依據新法，葡萄牙人現在也有權選擇不要遠距上班。

如果員工願意遠距上班，雇主有責任提供遠距上班所需

要的設備，並應該補助員工在家工作時可能額外產生的支

出，包含電費、瓦斯費、網路費等。家中若有未滿8歲的

小孩，父母可以向老闆要求在家工作，雇主不能拒絕。

新法規只適用於10人以上公司
但是，新法規也有限制，即只適用於10人以上的公

司；換句話說，不到10人的小型企業，勞工還是得認命

些。

這項勞工法會通過，與選舉也有關。葡萄牙由社會主

義政黨領導了6年，現在面臨預算僵持不下的問題，將於

2022年1月提前舉行國會選舉，屆時勞工權可能是議題之

一。雖然還不知道法案的實施成效，但除了能吸引更多游

移選民之外，無論在疫情前中後期，這都看似是相當吸引

勞工和人才的國際化轉變。

這項新法令與新冠疫情導致遠距工作大增息息相關。

研究公司「Gartner」估計，2021年底遠端工作者將佔全球

勞動力的32％，而 2019 年這一比例為 17％。

葡萄牙新法
禁止雇主下班後聯絡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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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新法內容禁止雇主在非工作時間「通過電話、簡訊或電子郵件

等方式聯繫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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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隨之衍生的問題包括高齡駕駛。據了解韓國65歲以上駕駛佔全體駕駛的11.1％，且
有不少交通意外都跟高齡駕駛者有關。因此，韓國警方計劃於2025年開始，針對高齡駕駛者推出 VR 
路試。

首
爾市長吳世勳宣告「自駕時代」來臨，2026年首爾

全境實現「完全自駕」上路、首爾市政府打算投入

1487億韓元改善與自駕車相關的基礎設施，讓首爾成為

「自駕技術示範城市」的科技大夢。但KBS（韓國廣播公

司）直言韓國社會對於自駕技術的安全性仍有疑慮，學者

也表示自駕車事故的責任歸屬也尚待釐清。

高齡駕駛2025需通過VR考試
正當首爾全力配合研發自駕技術，韓國警察廳同一天

卻宣布「高齡駕駛2025需通過VR考試」才能繼續持照。

《朝鮮日報》報導，由於高齡駕駛釀成的交通事故日益

增加，韓國警察廳決定在2025年實施「高齡駕駛換照制

度」，讓高齡駕駛佩戴VR設備，由醫師與專家評估其在

夜間、市中心、高速公路等情況的應對能力。若超過65

歲的駕駛人未能通過評估，只能視情況拿到「附條件駕

照」，這也意味著他們在特定時間、場所將被禁止駕駛。

警察廳還表示，政府計劃投入36億韓元執行這項政策。

65歲以上駕駛佔全體駕駛11.1％
《朝鮮日報》指出，高齡駕駛所造成的交通事故確實

逐年增加，65歲以上駕駛所造成的事故佔全體交通死亡事

故，從2016年的17.7％上升到去年的23.4％。65歲以上駕

駛去年共有368萬人，佔全體駕駛的11.1％。警察廳預測，

高齡駕駛接下來將快速增加，2025年將來到498萬人。其

原因多半與視力、判斷反應因年紀衰退有關，因此許多地

方都會要求高年齡駕駛重新透過考試判斷是否仍適合駕車

上路。

而隨著人口結構高齡化成長，韓國在2008年至2018年

間持有駕照的高齡人口已經從100萬增加至300萬，並且持

續往上增加，因此更需要透過重新考試確認其駕駛能力，

並且測試結果評估是否繼續核發駕照。

韓國目前規定，65歲以上駕駛每5年就要接受一次適

應性測驗與交通安全培訓（75歲以上每3年一次），並且

針對駕駛的視覺和聽覺反應、記憶力、注意力進行檢視。

由於相關測驗不會檢視駕駛實際駕車的能力，因此被批評

徒具形式。韓國也鼓勵高齡駕駛自行繳回駕照，首爾市針

對70歲以上繳回駕照者，提供儲值10萬韓幣的交通卡作為

獎勵，但繳回駕照者僅佔高齡駕駛的2.2％。

VR 駕駛測試的細節及技術方案尚在制定中，但預料

考試需要配合 VR 眼鏡進行，考試的內容包括模擬駕駛、

路面認知及記憶力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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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滿65歲之高齡駕駛
須以VR路試保駕照

▼韓國也鼓勵高齡駕駛自行繳回駕照，首爾市針對70歲以上繳回駕照
者，提供儲值10萬韓幣的交通卡作為獎勵，但繳回駕照者僅佔高齡駕駛
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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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物理學家獎得主愛因斯坦1913年6月至1914年初撰寫的54頁「廣義相對論」手稿，在巴
黎佳士得以1,170萬歐元拍出，據稱買家為香港富豪李嘉誠。

350萬歐元的估價，最後由兩名競標者通過電話競價，每

次加價幅度為20萬歐元，最終以1,170萬歐元落槌。

過去不少愛因斯坦手稿或書信都拍得高價，2018年拍

賣的書信「上帝的信件」，成交價為280萬美元；2017年

拍賣信件「快樂祕訣」以156萬美元成交。

愛因斯坦1915年發表「廣義相對論」
愛因斯坦於 1955 年去世，享年 76 歲，被認為是有史

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在1915年正式發表「廣義

相對論」論文，為物理學界帶來深遠影響，奠定現代宇

宙學及GPS導航等技術的基礎。相對論徹底改變了他的領

域，並對量子力學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

愛因斯坦全球目前只有兩份記錄「廣義相對論」起源

的手稿，另一份是愛因斯坦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撰寫，

現存放在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愛因斯坦檔案館。

雖然愛因斯坦並未因相對論而獲得諾貝爾獎，但於

1921年以量子力學理的重大貢獻，獲頒發諾貝爾物理學

獎。後來他被流行文化視為天才科學家偶像，這得益於他

標誌性的不羈頭髮、鬍鬚和濃密的眉毛。

擁有大夢想的人，比知道所有事物的人更具力量

報導指出，李嘉誠2017年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時受

訪，曾引用愛因斯坦名句：「永不要放棄想做的事，擁有

大夢想的人，比知道所有事物的人更具力量」（Never give 

up on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 The person with big dreams is 

more powerful than one with all the facts），勉勵年輕人要有

夢想，並積極裝備自己，「才可在新世代乘風破浪，貢獻

香港和國家」。華

德
國出生的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913年6月至1914年初撰寫的54頁「廣義相對論」

手稿，2021年11月底在巴黎佳士得（Christies）以1,170萬

歐元成交，創下愛因斯坦各類手稿拍賣價新高。香港星島

日報報導，據悉，買家為香港富豪、長和系資深顧問李嘉

誠。此次拍賣的手稿共54頁，由愛因斯坦及其好友、瑞士

物理學家貝索（Michele Besso）共同撰寫。其中26頁有愛

因斯坦的筆跡，另25頁由貝索所寫，其餘3頁則有兩人筆

跡。

手稿記錄了廣義相對論發展的重要階段

根據《路透社》報導，愛因斯坦和夥伴貝索（Michele 

Besso）在1913年6月至1914年初親筆撰寫，記錄了廣義相

對論發展的重要階段，顛覆當時對宇宙運作的認知理解，

這份手稿被視為「史上最有價值的愛因斯坦手稿」。手稿

上有不少錯誤、被劃掉的方程式、更正的計算結果。兩人

暫停有關研究後，貝索將手稿帶到義大利。

佳士得拍賣行表示，愛因斯坦致力於研究，沒有心思

保存對他而言平凡的工作文件，所幸貝索將手稿留下，才

得以流傳給後人。主持本次拍賣的專家貝洛伊（Vincent 

Belloy）表示，愛因斯坦是個很少寫筆記的人，這份手稿

上有著一系列計算過程，也保留演算中的錯誤，是相當珍

貴的文件。

最終以1,170萬歐元落槌
這份手稿在巴黎佳士得拍賣，佳士得未公開買家身

分。佳士得拍賣行先前預估，相對論手稿將以200萬歐元

至300萬歐元拍出。起拍價為150萬歐元，但很快就超過

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
以1,170萬歐元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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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谷與馬蹄灣是離洛杉磯不算太遠的二處奇特地質景觀，

在國家公園林立的加州、內華達州、猶他州、亞利桑那州等美國

西部地區，這兩處景點雖然算不上是很著名的風景區，但卻是很

值得一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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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錦｜圖‧文

美國西部的奇特地質景觀 

羚羊谷與馬蹄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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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一段非常抖的樓梯，才能進入到在地面下約100呎的下

羚羊谷，其峽谷形狀也比上羚羊谷多樣，有A字型、V字

型和平行型，有些岩壁是在遊客頭頂上，其呈現的樣貌比

較多樣性，色彩的變化也不一樣。

這個已經形成了好幾萬年的神秘地貌一直沒有被人類

發現，直到1931年才被一個12歲的印地安女孩在放羊時意

外地找到，現在已成為美國西部地區一處很知名的攝影和

旅遊景點。

上下羚羊峽谷都在亞利桑納州的納瓦荷（Navajo）印

地安保留區內，兩處峽谷相距不遠，但分由不同的旅行社

管理，門票也訂價不同，但進入參觀都須由納瓦荷印地安

人導遊帶領才能進去，不能自行進入自由參觀。

 

馬蹄狀的河水急流轉彎

馬蹄灣（Horseshoe Bend）是科羅拉多河流經亞利桑

納州的一小段，距離羚羊谷只有十五分鐘車程。這一段科

羅拉多河是兩億年前的紅砂岩，經過河水在數百萬年的風

化、侵蝕、堆積而形成，其地形構造非常特殊，河流在此

形成270度的大轉彎，遊客可站在360公尺高的懸崖上，俯

瞰270度呈馬蹄狀的的科羅拉多河，是非常難得的地貌奇

景。

 雖然參觀馬蹄灣是免費的，但從停車場還要走1公里

羚
羊谷（Antelope Canyon） 和馬蹄灣（Horseshoe 

Bend）都是科羅拉多河切割出來的傑作，只是呈現

出來的樣貌非常不一樣。羚羊谷和馬蹄灣這二處位在亞利

桑納州北部，靠近猶他州南部的新興景點，雖然沒有其附

近的大峽谷國家公園、錫安國家公園、布萊斯峽谷國家公

園那麼有名，但卻是非常值得去欣賞的地方。尤其是羚羊

峽谷的彩色洞穴更是攝影愛好者的勝地，可以拍攝出很多

非常特別的攝影佳作。

上羚羊谷和下羚羊谷不一樣

羚羊峽谷有二處，分成上羚羊谷（Upper Antelope 

Canyon）和下羚羊谷（Lower Antelope Canyon），都是經

過數百萬年河水和雨水侵蝕沖刷而成的「狹縫型」峽谷，

由於其柔軟的砂岩質地，經過幾百萬年暴雨不斷的洗禮，

而誕生出來的奇特地貌。狹窄的峽谷透過陽光的折射在岩

石上，產生千變萬化的色彩，照映在岩壁上形成五彩繽紛

的色澤，置身其中猶如夢幻仙境，被文學家形容為「被上

帝撫摸過的地方」，可見其神奇夢幻之一般。

上羚羊谷納瓦荷印地安語的意思是「被水通過的岩

石」，是屬於「地面上」的狹縫型峽谷，峽谷形狀多半呈

A字型。下羚羊谷納瓦荷印地安語的意思是「拱門形狀的

螺旋岩」，是屬於「地面下」的狹縫型峽谷，進去時需要

▲羚羊谷的彩色峽谷洞穴有很神奇的岩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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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程才能看到馬蹄灣，而且最佳的拍攝時間是中午，陽

光直射下才能拍攝出馬蹄灣的全貌，否則拍出來的馬蹄灣

是半亮半暗，看不出馬蹄灣的全貌。但是因為走路全程都

沒有遮陰，在中午時分太陽照射下走一公里下來，全身

是汗，如果沒帶遮陰的陽傘或戴帽子，可能會被大太陽曬

暈。站在懸崖上觀賞或拍攝馬蹄灣時，因只有一小小部分

有欄杆圍起來，大部分都沒有圍欄，拍照時要非常小心，

否則一不小心會掉落萬丈深淵，非常危險。

美西國家公園知性之旅

我們前往羚羊谷與馬蹄灣參觀旅遊，是因為北美華文

作家協會在拉斯維加斯召開會員大會，於會後安排了四天

三夜的美西國家公園知性之旅，一行45人搭乘一輛55座的

大遊覽車，從拉斯維加斯出發，先前往猶他州聖喬治摩門

教堂與火山岩雪峽谷州立公園參觀，夜宿聖喬治市Ramada 

Inn。

第二天上午前往錫安國家公園（Zion National Park）遊

覽，下午前往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參觀，夜宿亞利桑納州佩吉市（Page）的Holiday 

Inn。

第三天一早七點多從佩吉市出發，前往羚羊谷一遊神

秘的彩色洞穴。進入彩穴參觀須事先預約時間，在時間前

十五分鐘到停車場附近設置的接駁車等候處排隊，等候由

印地安保留區的吉普接駁車載往彩穴入口，這種帳篷式的

吉普車由印地安原住民導遊擔任司機，一路上都是在沙地

行駛，顛簸嚴重，風沙很大，大約二十分鐘才到達上羚羊

谷彩穴入口處，然後由司機兼導遊帶隊一起進入彩穴，通

常是14個人搭乘一輛吉普車，也是14個人一組一起進入峽

谷彩穴參觀。

▲呈現馬蹄狀的科羅拉多河馬蹄灣。

▼參觀羚羊谷需搭乘印地安保留區安排的帳棚吉普車。

World Traveler
寰宇行腳



停下來休息，

因此也在那裡

合影了一張大

合照。

中午我們

在前往下一處

景點途中的一

家 麥 當 勞 餐

廳吃午餐後，就搭大遊覽車趕往著名的大峽谷國家公園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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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彩穴的入口外觀看不出洞穴裡面的樣子，但一進入

峽谷彩穴則景象完全一變，陽光透過峽谷頂端照射在洞穴

的岩壁上，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光線越強，拍攝出來的色

彩越鮮艷，因岩壁質地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顏色，也因洞

穴裡被侵蝕的情況不同，而形成一些不同的形狀樣貌，但

都被命名成不同的名字，導遊會一一為大家介紹，並在不

同的地方停留讓大家拍照。

上羚羊谷約有200公尺長，因洞穴內很窄，而且是入

口和出口在同一個地方，只有進去的單向可以拍照，回

程的時候只可以快走出洞，不能停留拍照。參觀時間大約

一個半小時。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只參觀了「上羚羊

谷」，沒有去另一處位在在地下100呎的「下羚羊谷」參

觀。

參觀完上羚羊谷後，我們馬上搭乘大遊覽車前往十五

分鐘車程外的馬蹄灣，從馬蹄灣的停車場，我們需走路一

公里才能到達科羅拉多河邊的懸崖上俯瞰馬蹄灣，因已經

接近正午時分，一路上全無遮陰，大約才走20分鐘已經汗

流夾背，在懸崖邊看看並拍照，看到了這個大自然形成的

奇景候，我們只停留約十幾分鐘就回頭走了，回頭是上坡

路，當我們走到途中唯一的觀景亭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

館學系畢業，一九八三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

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

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

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現

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長、南加州《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華商世界》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著作有：《錦繡神州》、《美國新

家園》、《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關鍵時刻》、

《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洋》、《青澀

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編有《世界

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

▲上羚羊谷彩穴的奇岩怪石。

▲

在上羚羊谷的洞內有些

地方可以停留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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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過時的思維破壞組織的創造力；失敗的極大關鍵，

在於過時的決策方式。

——哈佛商學院教授、輝瑞公司顧問/ Linda A. Hill

快樂不能要求別人給你，因為快樂是要自己給自己。

——香港知名影歌藝人/梅艷芳     
她的歌曲與電影，曾經風靡全球華人社會；近期，電

影「梅艷芳」成為海內外華人的集體回憶。她常說：人生

短暫，開心的過程才是最重要。

於玩世中 恭謹作人。
——文學家、台灣大學前中文系主任/臺靜農

他也是一位書法家，他常以「於玩世中，恭謹作人」這句

話題字贈送朋友。

高人指點、貴人相助、小人監督、自己努力、菩薩保

佑。

——勤誠興業創辦人、董事長/陳美琪     
這五句話，是她創業經營的體會。目前，勤誠興業已

經是伺服器機殼的龍頭。

人們的下半生，決定於上半生所養成的習慣。

—— 俄國作家/費奧多爾·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永不要放棄想做的事，擁有大夢想的人，比知道所有

事物的人更具力量。

——諾貝爾物理學家獎得主/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看透、看清、不看穿，有這種胸襟的人，其精神世界

一定是豐富多彩的。

——科威特華僑華人協會會長/董泰康教授

能享受自然的人是真正快樂的，能與大自然協調的是

真正快樂的人。

——中國著名文學家/林語堂

生活中有太多不得意的事發生，與其沉湎於痛苦與掙

扎，不如調整心態從容前行。

          ——香港青年作家/蔡靜漩

最幸福的人與企業，是為別人帶來幸福。

——台灣信義企業集團創辦人/周俊吉

人類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時間的混合。所謂強

者是既有意志，又能等待時機。

—— 摘自法國19世紀著名作家，巴爾扎克(Balzac)《人
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



過去我們用我們的時間交易價值，如今我們用我們的

隱私來交易價值。

—— 《疫後大未來》作者/史考特．蓋洛威（ScottGalloway）     

獲得人民的信任，是政府最重要的資源；人民對政府

的信任，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的。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     

如同你明天就要死了一樣地生活，如同你會活到永遠

地學習。

——印度民族主義運動領袖/甘地（Mohandas Gandhi）

錢解決不了的問題，面子可以；你可以給建議，但不

能傷人自尊。

——著名生理學專家/胡孟君     

文明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是低出生率和快速下降的

出生率。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
他在回答特斯拉機器人如何解決勞動力問題時，談

到低生育率問題，他說很多聰明人認為世界人口太多，

認為人口增長失控，但他的意見完全相反，直言「如果

沒有更多孩子，文明會崩潰，記住我的話。」

要無可取代，你一定得不一樣。

——香奈兒品牌創始人/Coco Chanel

吸引、激勵優秀人才，是企業之本。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Steven Jobs）

生命不僅要看長度，也要看深度與寬度，看他在歷史上

的貢獻。

——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
他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是長是短，除了年齡之外，也

要看他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

別問這世界需要什麼，要問你自己，有什麼事能讓你充

滿生命力，然後就去做吧！因為這世界需要的正是充滿

生命力的人。

—— 美國非裔作家、牧師及公民運動領導人/霍華德．瑟曼
（Howard Thu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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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立】

�．�2002 年 11 月創立於美國，並在澳

門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於 2003 年 1

月設總聯絡處於澳門，依法在澳門

註冊為非牟利的公益社團組織。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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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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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之。

．�成員遍佈全球八十多個國家，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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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會務】

．�建立全球華商之交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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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與運作】

．�舉辦「世界華商高峰會」。

．�促進區域經濟合作。

．�出版《華商世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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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及頒發「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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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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