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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去一年來全球晶片供應鏈出現嚴重瓶頸，汽車、家電及

過

娛樂等多種產品都發生嚴重的晶片缺貨難題。歐洲一些

消費者甚至必須等待一年，才能拿到訂購的汽車，呈現出晶片
製造業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而晶片供應鏈過度集中在亞洲
地區，也迫使各國重新思考整個供應鏈的布局。隨著中美貿易
戰演變為科技戰，美國及歐洲等國將半導體產業視為重要戰略
產業，紛紛提出相關晶片法案，祭出補助措施，促使國際地緣
政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上疫情持續及短期供需不平衡，保
護主義興起，都推動晶片在地製造的趨勢，預期地緣政治發展
及國際間政府涉入半導體產業的情況，將持續上演。本期【封
面故事】特以「地緣政治翻轉全球半導體布局」為題，刊出三
篇文章，包括〈輸不得的半導體產業政策〉、〈地緣政治學．
半導體產業CEO必修新學分〉等，來探討分析全球半導體產
業的可能改變。
2月24日俄烏戰起，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陸最
大規模、最慘烈的戰爭，而隨著戰爭的持續和美歐發起對俄羅
斯的制裁，造成全球大宗商品及能源價格走高，衝擊經濟並
引發市場動盪。這場戰爭引發的供應鏈危機，將使全球經濟產
值損失達到一兆美元，並使今年全球通膨率提高3個百分點，
2023年的全球成長率也可能損失1個百分點。而戰事的延燒將
導致全球商品市場，不僅糧食、原物料價格飆漲，油價持續上
揚，又會進一步推升通貨膨脹。本期【特別報導】專欄特刊出
二篇相關文章來分析可能的影響，包括〈俄烏戰爭對全球經濟
風險〉和〈歐盟天然氣「缺氣」危機〉，可以給大家參考。
本期的【產業風雲】專欄一共刊出八篇文章，內容豐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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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場
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報告預測，到2025年，中國市場都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
場。中國專業研究和顧問機構要客研究院的研判更樂觀指出，2021年中國市場在全球奢侈品市場的
占比上升到30％，中國第一次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此外，2021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約46％的
銷售額來自90後消費者，微信則是90後重度消費客群使用最多的平台。
恩公司（Bain & Company）今年發布「2021年中國

貝

未來中國奢侈品市場將集中在三個趨勢

奢侈品市場報告（A Year of Contrasts for China's Growing

報告顯示，未來中國奢侈品市場將集中在海南離島

Personal Luxury Market）」指出，繼2020年取得48％的增長

免稅購物、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及境外消費的迴流趨勢三

後，2021年中國個人奢侈品市場預計將達36％的增長，達

方面。2021年，海南免稅店銷售額預計增長85％左右，

到近4710億元人民幣，整體規模較2019年近乎翻一番。

達到約600億元人民幣，佔中國境內奢侈品市場總銷售額
增長約5％。其中，個人奢侈品約佔海南免稅店銷售額的

2025年中國市場有望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場

95％，其中超五成銷售額來自奢侈品美妝。

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邢微微表示，從全球範圍來看，

此外，各大品類的線上奢侈品銷售額增速均快於線

2021年中國市場佔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比重升至21％左

下。貝恩預計，2021年中國個人奢侈品線上銷售額的增速

右。預計，前述增長趨勢還將在未來延續下去，「無論未

將達到約56％，線下增速則為30％。

來出境復甦進展如何，到2025年，中國市場都有望成為全
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

2020年，因為疫情導致出境旅遊受阻，中國境內市場
在中國消費者全球奢侈品消費中的佔比已經達到70％∼

2021年，中國境內市場佔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比重進一步提升，
於202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的基本趨勢不變。
年複合增長
(19-20)

各地區占全球個人奢侈品市場的比重(%，億歐元)

全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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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國境內2019-20年較2020-21年的同比增速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分別是45%及36%。
資料來源：貝恩-義大利奢侈品協會全球奢侈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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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2021年，中國消費者奢侈品海外官方管道消費較2019年減少約300億歐元

消費者建立連接。」

中國消費者奢侈品消費地區細分(%，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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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的重度消費客群在未來一年將增長28％，品牌應著重
於吸引再度購買和提升品牌忠誠度，以抓住這個勢頭。

20

中國境內消費占比

就購買力而言，每年在奢侈品上花費超過30萬元人民
幣的重度消費客群貢獻了奢侈品銷售額的40％。分析預計

80
60

感色彩的個人體驗，品牌需要通過更創意性的互動與90後

2015

2018

2019

2020

2021E

23%

27%

32%

70-75%

94-98%

微信是90後重度消費客群使用最多平台

資料來源：貝恩-義大利奢侈品協會全球奢侈品報告

社交平台微信是中國最受歡迎的通訊和社交媒體應用
75％，創下了歷史新高。得益於消費迴流趨勢的延續，

程式，也是激發人們購物意願的平臺。約1/4的微信用戶透

2021年，該比例將上升至90％以上。

過閱讀品牌的官方帳號文章、使用品牌的微信小程式或觀
看微信朋友圈廣告，對品牌有更深入的瞭解。

中國市場第一次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
中國本土高端生活方式專業研究和顧問機構要客的
研判則更為樂觀。在其「2020-2021中國奢侈品報告」顯

報告顯示，微信是90後重度消費客群尋找、研究和購
買奢侈品時使用得最多的平台。約5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使用微信搜索更多資訊並做出決定。

示，2021年中國人奢侈品市場同比增長18％，總消費額達

微信現已發展為品牌的一個有力行銷管道，許多品牌

到1465億美元，將近1兆元人民幣，中國市場第一次成為

都推出了小程式，在任何時候都能提供獨特的購物體驗。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在全球奢侈品市場的占比上升到

例如，Louis Vuitton推出了十多個微信小程式商店，這些

30％。

商店設計獨特，為不同年齡段的人提供不同的產品系列。

疫情下，中國大陸民眾出國購物受阻，將很多消費留
在境內，並第一次實現奢侈品消費境內超過境外的情況。

報告稱，這些品牌的微信小程式預計明年將實現近30％的
銷售增長。

要客研究院院長、奢侈品產業研究專家周婷指出，投
資管道狹窄，投資轉消費增多，特別是投資型消費是高價

中國Z世代年消費人民幣4兆元

奢侈品銷量暴增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她還認為，新

成長於中國經濟騰飛時期的Z世代逐漸步入社會，在

媒體和社交電商等生活方式教育也讓很多人有機會更加瞭

購買能力上展現了年輕族群的活力。依據上海第一財經

解奢侈品牌，更嚮往優質生活方式。

商業數據中心（CBNData）的報告也顯示，中國Z世代年
開銷高達4兆元，約占中國全國家庭總開支的1成3，消費

2021年中國奢侈品市場46％銷售額來自90後
此外，騰訊行銷洞察（TMI）和波士頓諮詢公司
（BCG）於2021年10月聯合發佈的研究顯示，2021年中國
奢侈品市場約46％的銷售額來自90後消費者。

增速遠超過其他年齡層。「Z世代」是指出生於1995年至
2009年之間的人口。依此定義，據高盛公司最新研究報
告，中國目前約有2.5億人屬於Z世代。
另外依據中國金融機構華興資本發布的「中國創新

90後消費者現已佔據中國奢侈品市場客群的半壁江

經濟報告二○二一」預測，中國Z世代整體消費規模到

山，在過去一年裡增長超過25％。年輕的消費者往往將購

了2035年將增長4倍至16兆元，是未來消費市場成長的關

買奢侈品作為一種表達自我或獎勵自己的方式，同時也是

鍵。中國Z世代年輕人的興趣愛好廣泛，圈層文化個性十

體驗品牌的過程。報告中提到：「在『自我獎賞』和『社

足。興趣驅動消費力，掌握Z世代的圈層文化密碼，就等

交影響』的驅動下，奢侈品消費從『交易』轉變為帶有情

同於擁有了興趣消費藍海的鑰匙。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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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交替下，90後消費者正式成為市場主力，佔總消費群體的50%，
貢獻46%的市場規模

人群
結構

奢侈品市場人群消費結構貢獻

90前

｛

奢侈品市場增長貢獻 (單位:千億元)

購買人群

市場規模

7%

6%

43%

48%

80年以前出生

80-90年出生

0.1

過去一年
消費增幅2

5.2

0.4

10∼15%

80年以前出生

20∼25%

80-90年出生

25∼30%

90-95年出生

30∼35%

95-00年出生

0.3

90後

｛

31%

90-95年出生

19%

95-00年出生

0.21

31%

4.2

15%

2020

95-00年 90-95年 80-90年 80年前 2021預測
出生
出生
出生
出生

1.代表該群體的增量絕對值 2.代表該群體對比上一年的增速
資料來源: TMI X BCG 2021年奢侈品消費者調查

重度
客群

接觸管道:微信平台同樣是該客群進行發現和研究的重要平台，
其中品牌小程序和導購推薦在該群體中較為有效
激發對奢侈品商品興趣的管道
(來源調研數據)

52%

48%

41%
28%

微信平台

品牌活動

最近一次購買中，微信平台中的
那些活動觸發了您的購買行動?

線下門店

品牌官網

指數1

24%

社交媒體

對奢侈品商品進行研究及做購買決定的管道
(來源調研數據)

官方帳號
(公眾號/視頻號/商城)

42%

40%

30%

23%

50%

138

導購推薦

48%

137

熟人分享
品牌廣告

微信平台

品牌活動

線下門店

品牌官網

112

品牌小程序

第三方內容

54%

64%

41%
34%
29%

132
88
88

社交媒體

1.指數：和平均值的比較
資料來源：TMI X BCG 2021年奢侈品消費者調查

資料來源：UNCTAD 及UN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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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離職潮蔓延
疫情加速全球員工倦怠感大爆發，進一步掀起「大離職潮」，為企業帶來嚴峻挑戰。美國在
2021年 11 月主動離職的人數創下歷史新高，來到 450 萬人。此外專家也預測，十年後遠距工作說
法將不在，因到時候任何地方都能上班將成為常態。面對大離職潮以及遠距上班的常態化，企業勢
必做出改變，才能渡過「疫後留才」的考驗。
疫情期間，美國有許多人選擇搬離原來靠近公司的

在

只能活一次）。過去一般的人生通則是說努力工作，然後

住處，前往更遠離市中心的郊區生活。隨著疫情趨

才去享受人生，先努力後享受。但自從疫情下，許多人開

緩，多數企業已要求員工回到實體辦公室上班，這下卻多

始思考若生命只有一次，是不是要這樣辛苦自己？

出許多在家上班時，不需要承擔的通勤成本和時間等因
素，也讓人思考是否持續這份工作還是離職。

遠距工作也降低商辦空間的需求
根據紐約商業團體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在2021

450 萬人主動離職的「大離職潮」

年11月一項針對188名曼哈頓大企業老闆的調查報告，目

2021年初，美國有超過40％的美國員工想要辭職，到

前只有28％勞工重返辦公室，2022年1月回辦公室上班的

了下半年，有許多人將想法化為行動。美國勞動局公布，

僱員預估約49％，凸顯新冠肺炎疫情已大幅翻轉上班族的

至 2021年10月為止，大約有3440萬人離職，這個現象被稱

工作模式。也降低對紐約商辦空間的需求。

為「大離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且至今仍持續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總裁兼執行長Kathryn

蔓延，美國11月主動離職的人數創下歷史新高，來到450

Wylde表示，遠距工作型態在後疫情時代留存，且正在成

萬人。

為一種國際現象。「關於維持紐約工作崗位和辦公室一

商業雜誌《Fast Company》引用德州農工大學（Texas

事，將面臨長久性的重新考量」。

A&M University）學者安東尼．克洛茲（Anthony Klotz）

當前紐約市辦公室空置率達18.6％，創下30年來新

的話說，就業市場已經迎來「大離職潮」（the Great

高。根據紐約州主計長Thomas DiNapoli近期發布的一分報

Resignation）。

告，紐約商業地產的總價值大跌286億美元或16.6％，可能

時事評論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也分析，離

使紐約市本財政年度減少高達17億美元的房地產稅收。

職者中有70萬名是屬於專業與經營的白領員工，同樣創下

房地產稅是紐約市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而商業地產

史上新高，顯示出光只是談薪水、談休假已經不能再留住

對房地產稅的貢獻最多。因此，紐約辦公室需求疲弱不

員工的心了。不論何種產業，都有40％以上的人說，正在

振，恐將對這座城市的預算經費帶來打擊。

考慮離職。

亞馬遜、蘋果出招留人才
找回個人生活掌控權．在家上班回不去了
《Fast Company》指出，美國就業市場正面對「大離
職潮」背後原因，包括遠距工作（WFH）讓員工明白到

據統計，將近40％的白領員工寧願辭職也不要回辦公
室上班，像亞馬遜、蘋果這樣的熱門公司，也為了避免有
太多員工離職，而調整回辦公室上班的政策。

原來不一定要在辦公室才可完成工作，若企業強迫員工回

全球科技人才大缺，加上疫情後的大離職潮讓員工更

辦公室工作，反而令員工有考慮轉換工作環境的計劃。此

有談判籌碼，亞馬遜宣布將美國辦公室員工的最高基本

外，更多人嚮往YOLO思維，也就是You only live once（人

薪資上限從16萬美元提高一倍多，達到35萬美元，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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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Facebook、蘋果和微軟等競爭對手搶人。此外還

報名參加，目標是研究員工能否用40小時「打8折」的工

有股票獎勵和獎金，其他國家員工也將見到大幅度調薪，

時，做到100％的生產力。

讓員工收入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但仍有反對聲浪，因為把同樣工作量壓縮到更短時間

美國科技人才荒不只燒到亞馬遜，Facebook 在2021去

內，代表工作強度大幅增加。根據奧克蘭大學商學院講師

年內部報告也指出無法找到足夠的科技人才，去年在灣區

德蘭奈（Helen Delaney）等人在2018年對一間紐西蘭企業

的職缺滿足率只有一半，不及疫情之前。去年美國幾乎所

的研究，員工工作4天，卻發現茶餘飯後的閒聊時間變少

有行業的勞動力市場都變得異常緊張，科技業調查發現，

了！因為必須抓緊時間完成工作，一些人的確享受這種

人才短缺和工程師和開發人員的招聘困難是目前公司最擔

「全力以赴的快感」，但也有員工反映，緊迫感導致壓力

心的問題之一。

爆表，反而損害工作敬業度與幸福感。

蘋果預計自4月4日起讓全美約270家直營門市的全職
和兼職人員有薪病假天數增加一倍，員工可請休心理健康
假，也能帶家人就醫，全職人員的有薪病假將從6天增至
12天。

企業需改變，才能度過留才大考驗
遠距工作之下，儘管出現許多不便，像是工作與生活
的區分變得模糊，視訊會議的時候，寵物或小孩亂入鏡頭
的情況經常令人尷尬又好笑。但更多人發現，原來這樣上

微軟研究：WFH工時變長、扼殺創造力和溝通力

班也行得通。這些想法都促使大離職潮的蔓延。

科技巨頭微軟（Microsoft）在2021年發布的研究指

提出「大離職潮」一詞的德州農工大學學者克洛茲

出，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WFH）讓員工「在溝通

（Anthony Klotz）也表示，疫後很多人可能不再像過去那

上變得更孤立」，迫使員工較少參與實體對話，還使得跨

樣透過工作定義自己，會花更多時間考慮創業、副業等。

部門間的員工更難以共享或獲取新資訊，影響公司的「生

此外，哈佛商學院教授和遠距工作專家 Prithwiraj

產力和創造力」。WFH會降低員工創造力、溝通力以及團

Choudhury表示，「數位遊牧革命」正在進行， 斷言十年

隊合作精神，同時也增加了員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時數，這

後遠距工作說法不在，因到時候任何地方都能上班將成常

代表許多人可能無形中在家「加班」了，卻渾然不知。

態，辦公室只剩「與同事共度美好時光」的功能。
面對大離職潮以及遠距上班的常態化，企業勢必做出

大離職潮後，一週工作4天的趨勢
「4天工作制」不再是幻想，英國牛津與劍橋等名

改變，才能度過「疫後留才」的考驗。 華
▼「數位遊牧革命」正在進行， 未來十年後遠距工作說法不在，因到時

校，今年夏季將與非營利組織、智庫與30家英國公司展開

候任何地方都能上班將成常態，辦公室只剩「與同事共度美好時光」的

實驗，也計畫在美國、加拿大、愛爾蘭、紐澳等國試行。

功能。

「每週工作4天的需求確實正在增加。」英國里茲大
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史賓賽（David Spencer）也贊同，因為
從英國非實體銀行Atom Bank、聯合利華（Unilever）紐西
蘭分公司，到日本Panasonic（松下），全球多家企業都加
入了週休3日的行列。
據《每日郵報》報導，英國將在今年6月啟動一項大
型實驗計畫，員工減時不減薪，每週工時縮短到32小時。
由非營利組織4 Day Week Global主導，與智庫Autonomy和
牛津、劍橋大學等研究人員合作，迄今已有30家英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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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河上的水源戰
衣索比亞（又稱埃塞俄比亞，Ethiopia）在2月舉行從衣索比亞復興大壩（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發電，耗資數十億美元的爭議計畫邁入里程碑。這座大壩可望成為非洲最大型
的水力發電計畫，但2011年展開工事後，持續遭到下游國家埃及與蘇丹反對，展開了尼羅河上的水
源爭霸。
座高145公尺的衣索比亞復興大壩（Grand Ethiopian

尼羅河（White Nile）在蘇丹首都喀土木匯流後成為尼羅

Renaissance Dam）座落於衣索比亞和蘇丹的邊界附

河，流經蘇丹北部進入埃及，貫穿整個埃及流入地中海。

這

近，主要截住尼羅河的上游支流「青尼羅河」（Blue Nile
River）。青尼羅河與發源於坦尚尼亞境內維多利亞湖的白

填滿水庫預計需要5年至15年
這個耗資47億美元的項目預計最終生產逾6000兆瓦的

伊索比亞復興大壩地理位置圖

電力，讓衣索比亞電力生產增加一倍以上。水庫具740億
立方公尺蓄水量，是中國三峽大壩（340億立方公尺）的
兩倍以上，比衣索比亞最大湖泊塔納胡（Lake Tana）大了
三倍，填滿水庫預計需要5年至15年的時間。目前衣索比
亞規劃的蓄水完成時程約為7年。大壩共有13個渦輪機，
預計整個大壩會在2024年全面運作。

埃及

尼

衣索比亞大壩控制尼羅河59％的水量
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其從赤道附近的非洲湖

羅

區到地中海南岸的陸地，蜿蜒流淌六千餘公里，滋潤了
河

40％的非洲人民和33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約為非洲大陸
厄利垂亞

蘇丹

量卻只相當於長江的1/12和珠江的1/4。

白
尼
羅
河

面積的10％）。尼羅河雖然很長，流域面積又廣，但其水

藍

此外，流入埃及的尼羅河總水量中，64％集中在8月

尼
羅

河
復興大壩

至10月。而發源於衣索比亞的河流對尼羅河水量的貢獻率
可達80％左右。其中衣索比亞在青尼羅河修建水電站的舉
動使其控制了尼羅河59％的水量，這是埃及不願看到的。

南蘇丹

衣索比亞

埃及、衣索比亞、蘇丹間紛爭來源
2011年時，衣索比亞宣布在境內開建有「非洲第一大
肯亞

壩」之稱的復興大壩。埃及、衣索比亞與蘇丹三方於2015
年通過談判達成《原則宣言》，保證相互尊重他國在水資
源上的利益，特別是任何國家所擁有的尼羅河水份額都不
應受到影響。

8

華商世界∣2022∣第五十三期

2020年7月，復興大壩開始蓄水，計劃在5至10年內蓄
水完畢。對於復興大壩，上游的衣索比亞認為，大壩對其

國簽署，其規定埃及和蘇丹分別獲得555億和185億立方米
的尼羅河水量，其他則計作蒸發流失。

經濟發展和電力生產至關重要，大壩完工後可以滿足該國

這兩份協議明顯是不公平的，第一是沒有包含尼羅河

1.1億人口的用電需求；下游的埃及和蘇丹則擔心該項目會

流域的所有國家；第二是沒有為人口增長和經濟情況的變

影響下游水源，並對其水安全構成威脅。此後，埃及、衣

遷流出修正的空間。所以衣索比亞等國紛紛表示這些協議

索比亞和蘇丹三方就衣索比亞復興大壩舉行多次談判，但

對自己沒有任何約束力。埃及認為其對尼羅河流域擁有歷

尚未達成共識。

史上先天的、自然的權利，因此其反對衣索比亞等國建設
任何可能影響尼羅河下游水量的工程。但衣索比亞則說尼

呼籲非盟建立具體的談判機制

羅河沿岸國家都有權享有公平、平等的河水分額。

埃及和蘇丹強調必須與非洲聯盟一起進行四方談判。
蘇丹和埃及呼籲非洲聯盟建立具體的談判機制，希望衣索

大壩的控制，危害埃及水資源與糧食安全

比亞方面簽署具有約束力的協定，並書面承諾不採取任何

埃及高度仰賴素有母親河之稱的尼羅河，數千年文明

損害下游國家的措施。尼羅河流經11個國家，是沿岸各國

與尼羅河息息相關。位居下游的地理位置將受到上游大壩

供水供電的生命線。

的控制，危害水資源與糧食安全，威脅完全倚賴尼羅河維

在大壩竣工之後，這會是非洲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生的1億埃及人生存問題。埃及全國也都仰賴尼羅河的水

所引注的水則是來自衣索比亞高地青尼羅河水（Blue Nile

力發電，埃及政府擔心，復興大壩蓄水過快可能影響該國

River），過去這條支流會在蘇丹和白尼羅河會合，最後流

電力供應，因此不斷要求衣國承諾以「最低速度」蓄水，

向埃及，因此當上游國家試圖蓋能夠控制水流的大壩時，

也希望三方能建立共同機制，在出現爭議時予以調停。

作為下游國家的埃及自然堅決反對，但是尼羅河並不只屬
於埃及，它的水流和支流澆灌了非洲多國的土壤，如何合
理分配，成為流域周邊國家關心的大事。

衣索比亞擁有「白油」和「黑金」
衣索比亞由於天災與人禍造成大饑荒天災以乾旱和蟲

多年來，埃及和蘇丹不斷要求監督水壩設計與施

害（例如：蝗蟲）最為嚴重。人禍中以獨裁者孟吉斯杜

工，埃及、衣索比亞、蘇丹三國也成立三方國家委員會

（Mengistu Haile Mariam）於1970至1980年代所引發的內

（Tripartite National Committee）協商，仍多次在水資源問

亂最為恐怖，至少有50萬人慘遭殺害，造成經濟大蕭條，

題上發生衝突。

1983至1985年的大饑荒更造成大約120萬人死亡。

埃及全國都仰賴尼羅河的水力發電，埃及政府擔心，

衣索比亞生態多樣化，2/3為衣索比亞高原（Ethiopian

復興大壩蓄水過快可能影響該國電力供應，因此不斷要求

Highlands），沙漠和半沙漠約占28％，耕地相對有限，農

衣國承諾以「最低速度」蓄水，也希望三方能建立共同機

民很難休耕，土地產能因此降低，造成貧困循環。但衣索

制，在出現爭議時予以調停。

比亞河流豐沛，如何利用豐沛的水資源調節旱季和雨季的
水量以利農民耕作，同時增加發電量造福偏鄉貧困居民，

尼羅河水資源分配曾於1929及1959年協議
二十世紀時曾經出現過兩份對尼羅河水資源進行分配

進而發展全國經濟，成為政府當務之急，於是有了修築復
興大壩的構想。

的官方協議。一份是1929年協議，由英國設在開羅的高級

與豐沛水資源齊名的還有享譽全球的咖啡，兩者並稱

委員會和埃及政府之間通過換文的方式確立，其規定尼羅

「白油」和「黑金」。咖啡每年為國家賺取大約10億美元

河每年840億立方米水量中，埃及獲得480億立方米，蘇丹

的可觀外匯，也為近1700萬人（約占全國1億1000萬人的

獲得40億立方米；第二份是1959年協議，由埃及和蘇丹兩

16％）提供生計。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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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每年4億噸塑膠垃圾
全球推減塑公約
2024年國際將會有第一個管制塑膠汙染的條約誕生。聯合國各會員3月同意就減塑問題開始協
商，預計2024年可制定《全球塑膠汙染公約》，管制各國塑膠產業發展與海洋排放。據聯合國環境
署表示，全球塑料每年生產30萬噸塑料，其中只有10％被回收利用，其餘的則有污染環境的風險，
塑料甚至會進入人體。此外，易普索集團（Ipsos）公布的民調顯示，全球有75％受訪者希望儘快禁
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合國環境大會（UNEA 5.2）於2022 年2月28日至3月

聯

會也發表聲明說，這是全世界自《蒙特婁公約》以來最雄

2日，齊聚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除了聯合

心壯志的計劃，從塑膠的生產、使用與丟棄都將會有明確

國會員國以外、共超過200個國家的代表同意就塑膠汙染

規範，還有廢棄物處理相關的商業行為都可望納入公約。

問題進行協商。
聯合國環境大會決定起草一項條約，不僅要解決海洋

全球都涵蓋在塑膠污染的版圖中

中的塑料污染問題，還要解決塑料從生產到處置的整個生

從東亞的海岸到南極海洋，都涵蓋在塑膠污染的版

命週期。並在2024年前敲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

圖，危害海龜、海鳥、鯨魚等野生動物，當冰雪、土壤、

塑膠汙染公約（Global Plastics Treaty）》，管制各國塑膠

海洋、大氣、糧食甚至人類胎盤，都已被檢驗出微塑膠蹤

產業發展與海洋排放。

跡，塑膠污染對環境與人類健康的危害，已無法再逃避。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英格．安德森（Inger

大部分塑膠製品都是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產物，當全球

Andersen）表示，該決議是「自（2015）巴黎協定以來最

繼續依賴塑膠，相關產業就會持續大規模生產，同時製

重要的環境多邊協議」。

造大量溫室氣體，禍及氣候。塑膠問題對全球構成重大危
機，各地政府和跨國企業必須作出更積極的行動應對。

需正視塑膠汙染
由於塑膠汙染對海洋的生態與食物鏈已造成嚴重汙

海中5兆噸塑膠垃圾

染，因此有必要對塑膠排放與生產進行更多管制，如《蒙

根據皮尤慈善信託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特婁公約》以及《巴黎氣候協議》等條約。但塑膠因牽涉

2020年的一份報告，塑料產量從1950年的200萬噸增加到

廣泛而一直很難制定標準，但因海洋嚴重塑膠危機已讓人

2017年的3.48億噸，成為價值5226億美元的全球產業。預

不得不面對塑膠汙染。

計到2040年，該行業的產能將翻一番，並損害人類健康和

環保人士認為，已經有《巴黎氣候協議》規範人類因

生物多樣性，同時由於生產排放導致氣候變化惡化。

應氣候變遷的作為，但塑膠汙染應單獨制定條約才會達到

到本世紀中葉，塑料生產、使用和處置的溫室氣體排

實質減塑的成效。樸茨茅斯大學教授佛雷契表示，塑膠汙

放量有望佔《巴黎協定》條款允許排放量的15％。該協議

染的擴散超越國界，全世界都要共同面對共業，他呼籲聯

的理想目標是努力將全球供暖限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

合國環境署加速協調各國處理塑膠議題。

1.5 攝氏度的範圍內。

主導減塑公約倡議的盧安達環境部長馬加瓦瑪麗亞則

目前世界上有超過5兆噸的塑膠垃圾在海洋流竄，每

表示，對於減塑公約的協商比想像中樂觀；世界自然基金

年人類會產生4億噸塑膠垃圾，其中40％都只使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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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則有800萬噸塑膠垃圾流入海洋，但不是所有垃圾都

（89％）、智利和墨西哥（均為 88％）、阿根廷和中國

能資源回收。

（均為 84％）與禁止一次性塑料的協議水平最高，日本

海洋中的生物也容易受到塑膠汙染，汙染物在食物鏈

（37％）水平最低。美國（55％）和加拿大（66％）。

累積、沉澱後也會被人類吸收；還有研究顯示，連外來
種都會隨著海洋塑膠汙染跨境遷徙，讓原不屬於當地的物

哥倫比亞、墨西哥和印度，最支持禁用一次性塑

種出現，使原有生態出現生存危機，可見塑膠汙染的影響

膠製品
根據調查，最支持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的是哥倫比

力。

亞、墨西哥和印度等開發中國家，這些開發中國家在塑膠
垃圾危機中首當其衝。易普索民調也顯示，全球85％受訪

全球75％民眾盼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
根據易普索集團（Ipsos）對2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

者希望製造商和零售商負責減少、重複使用和回收塑膠包

2萬人的調查（ATTITUDES TOWARDS SINGLE-USE

裝，高於先前調查的80％。

PLASTICS）結果顯示，自2019年來，呼籲禁用一次性塑

這項調查是在召開第五屆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

膠製品的受訪者比例從71％上升至75％；傾向使用較少塑

5.2）（UN Environment Assembly 5.2）前，由無塑料基金

膠包裝產品者的比例則從75％上升到82％。

會（the Plastic Free Foundation ）委託進行的，成員將決定

拉丁美洲和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

是否開始就一項新的全球協議進行談判，以減少塑料廢物

國）對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的同意程度最高，分別為

和一次性塑料的不可持續生產，並解決海洋塑料污染問

85％ 和80％，而北美的同意程度最低，為61％。哥倫比亞

題。 華

禁用一次性塑膠製品意向調查
(%)應立即禁止一次性塑膠製品(所有地區)

■強烈同意/傾向同意
■沒意見

全球平均

75%

拉丁美洲

85%

金磚四國

80%

歐洲

75%

亞太地區

71%

中東/非洲

71%

G8

68%

北美

61%
調查基礎: 28國16-74歲成人 線上調查
調查來源: 易普索集團（Ipsos）

■傾向不同意/強烈不同意
19%

6%
11% 4%

14%
18%
23%
21%
24%
28%

6%
7%
6%
8%
8%
11%

有效樣本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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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俄烏戰爭
對全球經濟風險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俄烏戰爭、歐美實施制裁，造成全球大宗商品及能源價格走高，衝擊經濟並引發市場動盪。烏
克蘭是全球穀物 （玉米、小麥） 與有色金屬 （鋁、鎳、鈀金、鉑金） 的出口國，而俄羅斯不但礦
產豐厚，在石油和天然氣供應上，角色更是舉足輕重。一場號稱二戰以來歐洲最嚴重的地緣政治風
暴快速席捲全球經濟。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NIESR）估計，這場戰爭再度引發供應危機，可能
使全球經濟產值損失1兆美元，並使今年全球通膨率提高3個百分點；2023年全球成長率也將損失1
個百分點。
到兩年疫情影響、供應鏈受阻和價格暴漲衝擊後，

受

俄羅斯是全球石油及天然氣供應大國

全球經濟又因俄烏戰事，走上又一條不可預測的道

俄羅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出口國與第二大天然氣出口

路。戰事延燒國際市場，導致全球商品市場，不僅糧食、

國，而烏克蘭，則是歐盟天然氣供給「命脈」行經之處。

原物料價格飆漲，油價持續上揚，又進一步推升通膨。

根據能源研究機構Rystad Energy估計，去年歐洲從俄羅斯

俄烏兩國在特定商品市占率扮演關鍵角色
俄羅斯並非經濟大國，2021年俄羅斯GDP約為1.65兆

進口的155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當中，有1/4必須透過烏克蘭
境內管線輸送。

美元，居世界第十一位，占全球百分之1.7，只有中國大陸
的1/10。烏克蘭面積僅次俄羅斯，也是歐洲黑土面積最大

俄羅斯油氣佔出口最大宗，
製造品仰賴進口

的國家，一向是歐洲糧倉；烏國礦產也非常豐富，然而得

進口商品佔比

天獨厚的條件卻未反映經濟上。2021年平均GDP是4384美
元，在歐洲國家吊車尾。
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僅占全球貿易的2％，但兩國在
特定商品的市占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氖氣、鈀、
天然氣、小麥、石油和鎳。這代表俄烏兩國在上游產業扮
演關鍵角色，也勢必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尤其是能源、
科技、農業和運輸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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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品
農產品
燃料與礦物
其他

燃料與礦物
製造品
農產品
其他

12.3%
3.8%
4.4%

俄羅斯進出口
都依賴歐盟
商品進口來源占比

歐盟
79.6% 中國
白俄羅斯
美國
日本
其他

出口商品佔比
59.1%
19.9%
8%
13%

34.2%
21.9%
5.5%
5.4%
3.6%
29.3%
商品出口來源占比

歐盟
中國
白俄羅斯
土耳其
韓國
其他

41.3%
13.4%
5.1%
5%
3.8%
31.4%

資料來源：WTO、世界銀行、華爾街日報、IMF、MACROTRENDS、GOOGLE FINANCE
資料整理：天下雜誌

烏克蘭自然資源豐富，成重工業基礎

烏克蘭是歐洲糧倉，足以餵飽全球6億人口

●世界不能沒有它!擁有世界約5%礦產資源，
蘊藏超過70種礦資源
●蘇聯不能沒有它!生產的鋼占全蘇聯產量34%、
鐵占40%、農產品占46%
●半導體不能沒有它!製造關鍵氣體：
氖(全球最大供應，占7成)、氬、氪(占4成)、
氙(占3成)等

●第5大糧食出口國
●第1大葵花仔油出口國
●第4大玉米出口國
●第5大小麥出口國
●全球四大黑土分布區之一
資料來源：BBC、FOOD NAVIGATOR、
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
資料整理：商業週刊

歐洲所需天然氣40％來自俄羅斯，用於家庭取暖、發

鋼鐵占7％和銅占4％。由於鎳可用於廚具、手機、醫療設

電及工業等用途；另外歐洲所需石油的30％來自俄羅斯。

備、運輸、建築和電力裝置，鈀則是用於觸媒轉化器、電

要取代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歐美需要投資數十億美元

極和電子產品，鋁則可用於汽車、建築、機械和包裝。一

在新的核能及再生能源發電廠，還有連結地中海與北非、

旦俄國刻意限縮這些原物料的出口數量，產生的後果就是

西亞的新天然氣管道，以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等，至於美

全球物價上漲的巨大壓力。

國則需要與他國一起擴大天然氣生產。這需要相當長的時
間。

若原料供應中斷．殃及半導體、汽車產業

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警告，西方國家若禁運俄羅斯石

市調機搆Techcet在2月1日發佈了一份報告，強調許多

油將致災難性後果，油價「每桶恐將超過三百美元甚至更

半導體製造商依賴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材料，如氖、鈀

高」。諾瓦克說，為報復北溪天然氣二號管線遭中止，俄

等。據 Techcet 估計，美國90％以上的半導體級氖供應來

羅斯可把一號管線也停掉，切斷對歐洲天然氣供應。

自烏克蘭，氖是俄羅斯生產鋼後的副產品，再送往烏克蘭
進行純化，35％的鈀來自俄羅斯。

油價若飆每桶150美元．全球經濟成長歸零

俄羅斯跟烏克蘭是全球鎳（Ni）、鈀（Pd）、氖

2021年因疫情趨緩，石油、燃煤與天然氣的需求水漲

（Ne）主要的出口國家之一，這些氣體及金屬在半導體

船高，多個來源國供應的短缺下，讓能源價格屢創新高，

製程扮演關鍵角色，在晶片製造雷射應用、感測器、記憶

以天然氣為例，2021年前十個月的價格上漲超過500％。

體，甚至曝光、蝕刻製程，都是重要的關鍵材料；烏克蘭

俄烏衝突愈演愈烈，俄羅斯、烏克蘭天然資源豐富，

與俄羅斯的戰爭，將擾亂鎳、鈦、鈀、鋁等工業用金屬的

地緣政治緊張更牽動能源、糧食等大宗物資價格。俄烏

供應，這將進一步打擊全球供應鏈，從肥料、食品、汽車

衝突升溫，造成原油價格飆漲，各行各業都會面臨成本上

到飛機製造業都可能遭殃。

升的壓力，甚至有國際機構預估，國際油價可能飆上每桶
150美元，屆時全球經濟成長可能從原本的4％左右，直接
歸零。

俄烏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俄烏供應半導體廠關鍵氣體
鈀（Pd）

主要應用於儲存型快閃記憶體（NAND
Flash）生產。

氖（Ne）和氪（Kr）

深紫外光（DUV）及極紫外光（EUV）
曝光機台都會用到這項原料。
氖氣和氪氣都可用於KrF鐳射，主要用
於8吋晶圓250-130nm成熟製程。

從俄羅斯的各種商品全球供應占比，可看出該國在原
料的莫大影響力。俄羅斯是鈀、鑽石、天然氣、石油、
鉑、鉀鹼、鋁、黃金、鎳和鋼的前5大生產國。俄國的鎳
出口占全球49％、鈀金占42％、鋁占26％、白金占13％、

六氟丁二烯
（C4F6）
鎳（Ni）

半導體蝕刻製程關鍵原料。
製造不鏽鋼和電動車用鋰電池的關鍵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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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價大漲．電動車的成本大增
鎳是製造不鏽鋼和電動車用鋰電池的關鍵原料，而俄

管制出口，以免糧食問題掀起新一波動盪，「糧食保護主
義」浪潮持續蔓延。

羅斯又是鎳的關鍵生產國，鎳價暴漲將不利全球電動車前

彭博資訊報導，匈牙利已在3月初宣布管制穀物出

景。在電池必要原材料鎳的領域內，俄羅斯的產量占據全

口，阿根廷與土耳其也都已在3月宣布類似措施。就連

球11％左右

只有小量出口的摩爾多瓦，也已宣布3月開始緊急停止小

摩根士丹利汽車業分析師喬納斯在3月上旬發布的報

麥、玉米與糖出口。印尼早在1月就限制棕櫚油出口。阿

告裡提到：「寫報告這時，鎳價大漲了67.2％，這代表每

根廷是全球穀物主要出口國之一，土耳其是麵粉主要出口

部電動車的成本增加了1,000美元。」

國。保加利亞也是歐洲主要農產出口國。
俄國現在面臨更嚴重的國際制裁，俄國黑海岸的糧倉

俄羅斯也是全球肥料出口大國
荷蘭合作銀行估計俄羅斯的氨在全球占比達23％、鉀
肥占比17％、尿素占比14％，磷酸鹽占比達10％，若俄國

地帶也可能出現生產問題，俄國政府已經宣布要求肥料廠
停止出口，先確保國內供應，將衝擊仰賴進口肥料的巴西
農民。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豆、黃豆及糖生產國。

這些產品無法出口，勢必導致肥料原料短缺、全球肥料價
格上漲。

國際小麥價格飆漲50％
專研糧食市場數十年的獨立分析師阿巴錫安指出，這

俄烏兩國的小麥出口量占全球三分之一

些問題都加重已暴漲的全球糧食通膨，提高各國實施出

俄羅斯與烏克蘭都是全球穀物、食用油以及肥料的主

口管制的機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更在3月11日表

要出口國，兩國總共供應全球三分之一的小麥（約1,400萬

示，此國際衝突，可能讓今年的全球整體糧價飆漲20％。

噸）及1,850萬噸玉米。此外，俄烏就占全球葵花油出口量

國際小麥價格已經在過去一個月內飆漲50％。

的70％以上。
烏克蘭是中東和北非國家重要糧食供應國。例如黎巴

小麥價格飆漲，將造成社會衝突

嫩90％的小麥進口來自烏克蘭，且烏克蘭小麥也是索馬利

專家指出，如果全球小麥價格飆漲，可能造成社會不

亞、敘利亞及利比亞的主要來源。FAO數據指出，土耳其

穩定和衝突。上次麥價大漲是在2007∼08年，主因澳洲及

23％進口小麥來自烏克蘭，62％進口小麥來自俄羅斯。埃

俄羅斯等國歉收，曾引發全球近40個國家的抗議行動；

及2/3的進口小麥來自俄羅斯。

2009-10年穀價大漲，也被認為是「阿拉伯之春」運動的

歐盟四分之一的進口穀物和植物油、近半數進口玉米
來自烏克蘭。此外，歐洲88％的葵花油、41％的油菜籽和

導火線。這些食物不只是餐桌上的麵包，更包括畜牧業飼
料，進而影響各種肉品。

26％的蜂蜜從烏克蘭進口。而玉米是動物飼料重要成分，
玉米供應中斷可能影響全歐洲豬舍和雞舍運作，「西班牙
伊比利亞火腿生產可能受到影響」。西班牙是歐盟最大玉
米進口國。

打亂全球海運航線、運費大漲
俄烏戰爭這場戰爭，已不只涉及國際安全，更一舉打
亂原物料貿易、海運航線。對此，全球海運業都相當緊
張，全球兩大海運龍頭馬士基（Maersk）、地中海航運公

糧食保護主義蔓延全球．推升價格

司（MSC）紛紛緊急宣布，暫停對俄羅斯的貨櫃進出口業

因此，當全球小麥主要產地、有「歐洲糧倉」之稱的

務。許多航商也決定不再前往黑海地區，以船員生命安全

烏克蘭與俄羅斯發生戰事，不僅衝擊收成，更使港口貿易

為優先。除了黑海區域港口有安全疑慮外，就算是無戰事

大亂，帶動全球糧價狂漲，一些主要生產國家已開始緊急

波及的俄羅斯港口也沒人敢去。這場戰爭已讓全球海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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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原物料大亂，短期無法復原。

在尋找替代貨源、瘋狂搶購，以防斷貨，推升了價格也引

因為俄烏兩國主要出口大宗原物料，專載大宗原物料

發通膨危機。

的散裝航商則會首當其衝。從大宗原物料來看，農產品、
煤炭及肥料和散裝船尤為密切，其價格更會牽動散裝運

俄烏戰爭衝擊．全球經損上看1兆美元
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警告，在全球通膨高漲之際，

價。
首先是農產品，烏俄皆是全球農糧大國，兩國就囊括

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戰爭，是世界的「災難」，將大幅削

全球近1/3小麥、近19％玉米出口，戰爭以來，兩國農產出

弱全球經濟成長，且刺激能源及糧食價格高漲，對貧窮國

口幾乎全面凍結。因此轉向全球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的美

家打擊最重。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NIESR）估計，

國搶貨。在供給驟減，各國搶貨需求增加下，玉米、小麥

這場戰爭再度引發供應危機，可能使全球經濟產值損失1

期貨價格隨之暴漲，直觸近十年新高，同時也激勵亞洲至

兆美元，並使今年全球通膨率提高3個百分點；2023年全

美國的散裝航線運價。

球成長率也將損失1個百分點。 華

其次是煤炭，俄羅斯煤炭出口佔全球總額17％以上。
目前，許多國家都趕忙轉往澳洲、印尼買煤炭，造成澳洲
煤炭價格一週內飆漲84％，相關航線也大亂。
再來是肥料，俄羅斯也是全球肥料出口大國。目前正
值春耕，肥料又關乎農業耕作時程，許多國家都緊急轉向

俄烏衝突對全球經濟以及美、英、歐、俄的影響
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NIESR）估計，這場戰爭再度引發供應危機，可能使全球
經濟產值損失1兆美元，並使今年全球通膨率提高3個百分點；2023年全球成長率也將
損失1個百分點。
0.0

全球

美國

英國

歐元區

俄羅斯

-0.5
-1.0
-1.5

中國採買，造成亞洲運價大漲。

-2.0

因為俄羅斯及烏克蘭皆是大宗原物料重要出口國，貿
易一停，便導致農產、煤炭、肥料供貨大亂，目前各國都

-2.5

■2022

■2023

資料來源：NIESR 報告

-3.0

俄烏戰爭對全球經濟風險
關鍵產業

俄烏兩國關鍵產能

影響

能源風險

俄羅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產國和歐洲天然氣供應大國。
供應受阻，油氣價格勢必飆漲，加重歐洲各地工業用戶
歐盟約39％電力供應靠火力發電，而俄羅斯是歐盟最主
成本壓力。
要天然氣與油品供應源。

礦產風險

俄羅斯是鈀、鑽石、天然氣、石油、鉑、鉀鹼、鋁、黃
擾亂鎳、鈦、鈀、鋁等工業用金屬的供應，將擊全球供
金、鎳和鋼的前5大生產國。美國 90 ％以上的半導體級
應鏈，從肥料、食品、汽車到飛機製造業都可能遭殃。
氖供應來自烏克蘭，35％的鈀來自俄羅斯。

半導體業風險

烏克蘭供應受阻及各國對俄製材，晶片製造商將受衝
俄烏是化學氣體六氟丁二烯（C4F6）和氖（NE）的主要
擊。烏克蘭是多種晶片製造所需惰性氣體供應大國，特
供應源，這些氣體對半導體生產很重要。
別是氖，用於蝕刻晶片的雷射。

汽車產業風險

鈀和鎳是生產半導體和電動車電池不可或缺的原料。

如果俄羅斯限制出口，科技產業的成本可能會增加。

俄烏兩國都是糧食生產大國。烏克蘭是全球最大葵花油
產國，俄國第二，總產量占全球60％。
俄羅斯是全球最大小麥出口國，烏克蘭為第四大出口
國，兩國小麥總出口量也占全球28.9％。
兩者都是亞洲與中東的重要農產品供應國。

兩國陷入戰爭，多達四分之一的全球小麥出口、五分之
一的玉米出口以及近80％的葵花油出口陷入停頓。
分析師認為，小麥價格可能會再漲，加重全球糧食通膨
壓力，促使全球糧價再創新高。

農產品風險

海運風險

許多黑海的港口已關閉，部分航運業者已停止前往俄
供應鏈影響、海運成本增加。
國，將對供應鏈形成連鎖效應。

第五十三期∣2022∣華商世界

15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歐洲天然氣
「缺氣」危機
在歐盟的天然氣進口量中，約40％來自俄羅斯。隨著俄烏情勢升溫，歐盟將逐步減少並淘汰採
購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但緩不濟急，讓歐洲的天然氣面臨「缺氣」危機。
洲自去年底開始面臨能源危機，主要因為天然氣供

歐

進口來彌補需求缺口。在歐盟的天然氣進口量中，約40％

應短缺與價格上漲，連帶使得德國、英國與西班牙

來自俄羅斯的輸氣管。這使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

等國電價創歷史新高。

進口國。有數據顯示，芬蘭、拉脫維亞、波黑、摩爾多瓦

隨著俄烏情勢升溫，西方國家陸續對俄羅斯祭出經

等國進口天然氣中，俄天然氣佔比超過90％。

濟制裁。德國中止連結兩國天然氣管線「北溪二號管」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幾乎

（Nord Stream 2）的審查，讓歐洲高度仰賴俄羅斯能源供

全靠進口，根據聯邦經濟部數據，德國原油有1/3、天然氣

應的議題再度受到關注。

有高達55％、煤炭佔50％來自俄羅斯。

歐盟40％以上天然氣來自俄羅斯

俄國與歐盟的天然氣貿易為互賴關係

近年因氣候變遷因素，讓許多歐盟國家調整能源政

雖然俄羅斯近年來推進油氣出口多元化，擴大向亞洲

策，逐步淘汰汙染最嚴重的煤炭，但在風電與太陽能等綠

等地區出口，但歐盟仍是俄油氣出口主要市場，也是其主

能站穩腳步之前，必須先將天然氣發電當成過渡性能源。

要收入來源。2021年俄國天然氣占出口總額的13％，總額

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歐洲天然氣自產量占需求

接近620億美元。

量，由2018年的46％左右降至2021年的37.4％，需要大量

烏克蘭每年收約20億歐元管線過路費
歐洲高度依賴俄國石油進口，近半天然氣供應來自前蘇聯成員
2020歐洲石油進口國

2020歐洲天然氣進口國

歐洲40％進口天然氣來自俄羅斯，其中1/3又途經烏
克蘭，烏克蘭每年收約20億歐元的管線過路費。為減少過
路費，這20年來，俄羅斯陸續在歐洲境內建置多條繞過烏

其他
50.0%

其他
29.4%

俄羅斯
29.0%
美國
12.2%
沙特
8.8%

白俄羅斯
10.3%
烏克蘭
12.8%

資料來源：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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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24.5%

克蘭的天然氣管道。北溪一號（Nord Stream）及北溪二號
（Nord Stream 2）管線，即是其中之一。

俄羅斯
23%

北溪一二號提供約歐盟每年1/4以上天然氣
2011年啟用的北溪一號管線，是從俄羅斯維

堡 （ Vy b o r g ） 經 波 羅 的 海 海 底 連 結 德 國 市 鎮 盧 布 明

為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德國計劃分散液化天

（Lubmin），直接供應天然氣到德國。此外，從烏斯季

然氣的來源，加速興建接收站同時從卡達、美國、澳洲等

盧加（UST-LIGA）出發、與北溪一號管並行的「北溪二

國進口。但由於以往太依賴俄羅斯，因此只能逐年減少採

號」天然氣管道全長約1200公里，造價100億歐元，全程

購量，不可能很快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繞開烏克蘭和波蘭等國家，將俄國天然氣直送德國，再經
由既有管道輸往其他歐洲國家。

美國是歐洲液化天然氣最大來源．但難補歐盟缺口

「北溪二號」管線已於2021年9月完成施工，若通過

美國占全球天然氣供應約24％，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氣

審查開始運作，北溪一號及二號共可提供1100億立方公尺

供應國，也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氣消費國。目前美國也是歐

的天然氣，相當於歐洲聯盟（EU）國家每年用量的1/4以

洲液化天然氣（LNG）最大來源。產業分析師指出，美國

上，對歐洲將會是一大助益。但今年2月，德國中止「北

天然氣雖可在短期緩解歐洲天然氣供應緊張的壓力，但長

溪二號管」的審查，此將加劇歐洲電價通膨危機。

期而言，很難彌補歐洲天然氣的缺口，一方面是因美國本
身能源轉型可能導致內需消費天然氣增加；另一方面，基

歐盟擬2030年將化石燃料的總使用量削減40％

於地理位置，俄羅斯是歐洲能源的保障。

歐盟領袖在3月聲明稿中表示，將逐步減少並淘汰採
購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俄烏戰事使他們體認到須

歐洲「缺氣」窘狀可能還會持續3年

減少依賴俄國能源。歐盟不會訂下逐步淘汰俄國能源的最

能 源 研 究 公 司 Ry s t a d E n e rg y 資 深 分 析 師 拉 梅 許

後期限，因歐洲各國對俄國能源的依賴程度不同，像是德

（Kaushal Ramesh）表示：「從亞洲轉移LNG是一種可行

國、義大利、匈牙利及奧地利對俄國能源的依賴較深。

用的權宜之計，只能短暫平衡歐洲天然氣的供需關係，減

此外，歐盟的新戰略預計公佈計劃內容包括，到2030

少危機對生活的影響，爭取時間，但無法替代常年為歐洲

年將化石燃料的總使用量削減40％，並降低對俄羅斯天然

提供超過三分之一天然氣的俄羅斯。」高盛預計，隨著俄

氣依賴，歐盟也正在建設新的液化天然氣設備，目標加快

烏危機的反覆，歐洲「缺氣」的窘狀可能還會持續3年。

向潔淨能源的過渡。

華

俄羅斯天然氣輸往歐洲的主要管道
歐洲約 40% 的天然氣依賴俄羅斯。目前大部分來自以下幾
個主要管道，互連管道網絡將歐洲的內部天然氣市場連接起
來。

北

俄羅斯
溪

管
線

一

爾

二

馬

號

亞

1.穿過白俄羅斯和波蘭到德國的亞馬爾(Yamal)管道(年輸送量為
330 億立方米)。
2.直 接通往德國的北溪1號管道(年輸送量為550億立方米)及北
溪2號管道(年輸送量為550億立方米)。北溪2號管道（Nord
Stream 2）已於2021年9月完工，預計年輸送量也跟北溪1號管
道一樣是 550 億立方米，但目前德國中止連結兩國天然氣管
線「北溪二號管」的審查。
3.由 東至西橫穿烏克蘭的多條管道(年輸送量為400億立方米)，
向西通往斯洛伐克、捷克、德國和奧地利，向南通往莫爾達
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烏克蘭每年收約20億歐元管線過路
費。
4.經過烏克蘭東部、由北至南穿越黑海至土耳其的藍溪管道(Blue
Stream) (年輸送量為160億立方米)。

北
溪

號
線

歐波天然氣管

德國

波蘭
烏克蘭

捷克

管線

藍溪

法國

匈牙利

羅馬
尼亞

克里米亞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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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
翻轉全球半導體布局
隨著中美貿易戰演變為科技戰，先進國家也紛紛將半導體視為國家戰略產業，美
國、中國、德國、日本、歐盟等幾乎都傾全力扶植相關產業。加上疫情關係及短期供需
不平衡，保護主義興起，都推動晶片在地製造的趨勢，預期地緣政治發展及國際間政府
涉入半導體產業的情況，將持續上演。
美國及歐洲等國將半導體產業視為重要戰略產業，紛紛提出相關晶片法案，祭出補
助措施，促使國際地緣政治重要性日益增加。因而當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啟動招募具備
政治經濟背景的博士人才時，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原來，「地緣政治學」是半導體廠CEO
的必修新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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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兩國的科技抗衡，以及疫情凸顯供應鏈地理區位

韓國1家。百大排名中的半導體業，總市值較2020年成長

過於集中所帶來的脆弱性，一再地提醒各個經濟

36.3％，中國和日本成長最多，分別為63.2％與56.9％。

中

體，半導體科技已成為地緣政治衝突的前線。

根據亞洲供應鏈市值100強估算，2021年亞洲半導體

過去一年來全球晶片供應鏈出現嚴重瓶頸，汽車、家

行業的總價值為11,569億美元，光是五家台灣半導體企

電及娛樂等多種產品都發生嚴重晶片缺貨難題。歐洲一些

業，市值合計就達7,053億美元，超過中國、日本和韓國的

消費者甚至必須等待一年，才能拿到訂購的汽車，呈現出

總和4,516億美元。

晶片製造業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而晶片供應鏈過度集
中在亞洲地區，也迫使各國重新思考整個供應鏈的布局。

台積電和三星是唯二具有最先進製程節點實力廠商
亞洲是全球晶圓代工重鎮，而台積電和三星是唯二具

2021年仍為亞洲半導體行業的黃金時代

有最先進製程節點實力的廠商。根據TrendForce的數據，

參考DIGITIMES Asia團隊近期發表「亞洲供應鏈100

2021年第二季，台積電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市佔率高達

大市值調查報告」，半導體與汽車製造業超過半數，2021

50％以上，客戶包括蘋果（Apple）、Nvidia等科技巨頭，

年亞洲半導體產業總市值比2020年成長36.3％，台積電不

三星以17％的市佔率位居第二。

負眾望奪下百大市值榜首。從整體榜單來看，截至2021 年

中美競爭日益激烈，對於台積電和三星來說，在中國

最後一個交易日，台積電（TSMC）以5,763億美元的市值

附近設置先進晶圓廠，風險變得更大，疫情也凸顯出供應

位居亞洲百大市值榜首，三星電子（科技產品和設備）以

鏈地理區位過於集中所帶來的脆弱性。此外，中國也由於

3,928億美元位居第二。

華為事件暴露中國過於依賴外國半導體技術，因此大舉投

2021年亞洲半導體產業穩居產業市值龍頭，其中以中

資數十億美元建造本土晶片廠。

國半導體企業入榜9家最多；台灣有5家上榜、日本4家和

各國補助巨額資金．打造在地半導體工廠
亞洲半導體行業的市值排名
地區

台灣

中國

公司
數量

5

9

公司市值
（單位:億美元）

7053

2091

日本

4

1624

韓國

1

801

總計

19

11,569

資料來源：DIGITIMES，2022/1

過往歐美長期批評中國大陸違反世界貿易組織

百大上榜企業（#排名）

（WTO）的規定，由政府補貼高科技產業，但中美貿易緊

．台積電（#1）
．聯發科（#14）
．聯電（#43）
．日月光科技控股（#81）
．環球晶圓（#95）

張加劇後，各國也都開始補助巨額資金打造協助國內企業

．上海韋爾半導體（#25）
．中芯國際（#40）
．北方華創（#46）
．紫光國芯微電子（#60）
．天津中環半導體（#61）
．北京兆易創新科技（#72）
．矽力杰（#80）
．瀾起科技（#90）
．晶盛機電（#93）
·東京電子（#8）
．Lasertec （#45）
．Renesas Electronics瑞薩電子
（#55）
．Advantest愛德萬測試（#70）
．SK海力士（#10）

或吸引國外企業落地設立半導體工廠。
美國國會參、眾議院已分別通過規模520億美元的晶
片法案；歐盟也提出與美國規模旗鼓相當的《歐洲晶片法
案》，期望能應付歐洲從晶片設計到產能下滑，以及過度
依賴亞洲製晶片等問題。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美國
在晶片上已嚴重依賴台灣與台積電，考量到目前兩岸地緣
政治風險，台灣處境確實脆弱。美國需要專注投資半導體
業，提升美國晶片產能，並吸引日本、韓國與台灣半導體
進駐美國。
除了美國與歐洲，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也都將
半導體產業發展拉高至國安層級，紛紛補助設立半導體
廠，確保半導體的穩定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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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根據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在 1 月底發布的報告指出，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先進製程範圍（10 奈米以下）負責
92％的生產，整體製程則佔一半。圖為台機電公司總部。

台灣在半導體產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
根據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F-35戰鬥機裡的晶片，都是由台積電製造的，即可觀察到
台積電製造的晶片有多關鍵。

American Security）在 1 月底發布的報告指出，台灣在全球

因全球半導體的長期短缺，美國、歐盟、日本等擔心

半導體產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先進製程範圍（10

半導體產能過度集中在台灣，已在企業的大力支持下，個

奈米以下）負責92％的生產，整體製程則佔一半。韓國是

別開始著手進行招商。

第二名，先進製程佔8％，整體佔19％。美國雖然擁有全
球半導體產業一半的收入，但是只生產全球10％的電腦晶
片。美國對台灣晶片的依賴，已經超過了過去幾十年對中
東石油的依賴。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去年四月的報告曾評
估，若台灣晶圓代工斷供一年，可能連帶各應用市場的電

歐美日為打造晶片在地供應鏈，拉台積電加盟
全球最大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宣布在美國亞利桑納州
設立5奈米晶片廠，成為美國首座最先進製程晶片廠。5奈
米工藝是目前實現量產的晶片製程中最先進的工藝，亞利
桑納州的5奈米晶圓廠將是全盤移植台灣晶圓廠。

子設備製造商營收下降4900億美元，全球電子供應鏈恐將

台積電亞利桑納州廠執行長凱西迪（Rick Cassidy）表

停頓。若台灣晶圓廠永遠停擺，要改在其他地方建立可取

示，如果想要更多產能，就得蓋更多晶圓廠，這是台積電

代台灣晶圓代工工廠的產能，至少需要三年、共3500億美

在美設廠原因之一。

元的投資。
從最新的iphone裡的核心A15處理器晶片，全由台積
電製造；電競筆電裡最新的繪圖處理器（GPU）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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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專家表示，台積電在美設廠雖有助美國拉升半導體
在地製造比重，不過美國要想重返全球半導體製造第一，
仍有相當難度。

除了在美國設廠，台積電2021年11月宣布，將攜手
Sony在日本熊本縣興建設立JASM新晶圓廠，採用22/28
奈米（nm）製程。今年2月，日本汽車業龍頭豐田汽車
（Toyota）集團企業、日本汽車零組件大廠Denso宣佈入
股，且台積電將對熊本廠進行加碼投資、設備投資額拉

泰勒市和威廉森郡將在最初10年提供超過90％的地稅減
免，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些減免會逐漸減少。當地學
區也提供稅收減免，德克薩斯州則提供了2,700萬美元的獎
勵。這是德州史上金額最高的外資投資案。三星在德州的
總投資額已超過350億美元。

高至約86億美元（約9,800億日圓），月產能提高至5.5萬
片，並追加導入12/16nm製程，目前正以獲得日本政府強
大奧援為前提進行評估。
此外，台積電正與德國就新建半導體製造工廠進行談
判。雖然尚未確定工廠的位置，但是德國似乎要為台積電
在該國建造晶圓廠提供相關補貼。

英特爾積極佈局在美歐設廠
近幾年來，美國半導體業巨擘英特爾（Intel）的市值
便不斷被其他半導體業與晶片公司超越，不但在台積電、
三星、英特爾半導體三巨頭中屈居末位，也丟失全球最大
晶片製造商地位，讓三星登上全球晶片製造龍頭寶座。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三星超車英特爾．成全球半導體營收龍頭
根據資訊供應商FnGuide的數據，估計三星電子
（Samsung Electronics）2021年半導體營收金額為95.13兆
韓元（800億美元），較2020年的72.858兆韓元大幅成長
30.6％，也比2018年的86.291兆韓元多，創下歷史新高。
依據三星電子以營收計算，已成為2021年全球第一大半導
體公司。
此外，為了強化保護智慧財產權，韓國政府將建立
晶片工程師的資料庫，涵蓋電池、OLED（有機發光二極
體）面板等12個最具競爭力的「國家核心技術」領域，透
過監測這些專業人才的出入境紀錄，遏止中國大陸企業挖
角，防止關鍵技術外流。

▲過根據資訊供應商FnGuide的數據，估計三星電子2021年半導體營收金
額為800億美元，較2020年大幅成長30.6％，創下歷史新高。圖為韓國首
爾瑞草區的三星城。
▼美國半導體業巨擘英特爾（Intel）公司總部。

赴美設廠．三星不缺席
三星電子計劃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泰勒市（Taylor
City）建造一座價值約170億美元的晶片廠。這是韓國科
技巨頭在拜登政府推動擴大美國半導體生產之際的一項巨
額投資，生產用於智能手機等設備和人工智能應用的高端
晶片。三星表示，該工廠的建設定於2022年開始，晶片預
計將從2024年下半年開始生產。但分析指出，三星落腳美
國，是以地緣政治局勢為主要考量因素，因為在美中角力
戰場擴大之下，「在中國大陸附近蓋先進晶圓廠，風險相
對大增」。
為了吸引三星，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提供了財務激勵。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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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地緣政治比過去都還要棘手的此刻，這對美國無疑

料大廠因應地緣政治危機，往台灣和韓國布局產能與研發

是一大打擊。

中心，以分散風險。

因此，英特爾執行長季辛格（Pat Gelsinger）一直提

依據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研究總監楊瑞臨

到地緣政治風險，同時喊話西方建立自主晶片產業的必要

分析，從全球布局看，過去20年半導體製造往亞洲包括台

性，他希望獲得美國政府提供的設廠資金。1月21日季辛

灣和韓國集中，日本和德國廠商掌握半導體關鍵材料和化

格宣布，將斥資1000億美元在美國東部俄亥俄州建造全球

學氣體，研發也以日本和德國當地為主。

最大的晶片廠。季辛格目前被賦予最大的使命，就是振興
美國半導體產能。

目前供應鏈缺料和區域製造趨勢，日本、歐盟和美國
加速半導體製造自主供應鏈，而以日本為重鎮的半導體關

除了美國設廠，據聞，英特爾已選擇德國東部城市

鍵材料和化學品廠商，為了貼近包括三星（Samsung）高

馬格德堡作為其耗資數十億歐元的歐洲晶片新工廠的

階記憶體製造和台積電的先進晶圓代工製程等客戶，逐步

選址。此外，英特爾也計劃在法國巴黎或格勒諾布爾

往韓國和台灣擴產或建立研發中心。

（Grenoble）設立研發與設計中心，在義大利設立測試與

台灣相對開放，加上日本、德國、法國等關鍵材料和

封裝廠，成本約100億美元，地點仍在協商中。彭博資訊

化學品廠商，若要提升半導體等級的純化技術，勢必要跟

指出，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可能藉由分散歐洲建廠支出，

台積電合作；因此，未來將會有更多材料和化學品廠商進

以確保不會有歐盟成員國反對補助建廠的措施。

駐台灣擴產或設立據點。

英特爾不斷展現衝刺晶圓代工事業決心，2月宣
佈以54億美元收購以色列的高塔半導體公司（Tower

避免地緣政治影響．聯電在新加坡投資晶圓廠

Semiconductor），可望一舉躍升全球第九大晶圓代工廠；

晶圓代工廠聯電2月宣布，將投資50億美元於新加坡

英特爾除在先進製程上持續追趕台積電與三星，併購高塔

興建十二吋晶圓廠，生產22/28奈米製程，並於2024年底開

半導體後，也強化成熟製程領域，衝刺擴大晶圓代工佈

始量產。這是聯電相隔逾20年後，再度啟動赴新加坡投資

局。

設廠。
聯電選在新加坡擴建新廠，業界推測有三大原因，分

日、德在台灣和韓國布局產能與研發中心

別為新加坡政府提供租稅優惠、台灣未來恐缺電缺人，最

烏克蘭與俄羅斯局勢緊繃，由於日本和德國材料與化

後是聯電避免地緣政治影響，所做出的全球化布局。在全

學品廠商供應的半導體等級氣體雷射和蝕刻氣體等，原料

球地緣政治的緊張衝突下，把晶圓廠蓋在哪裡，顯然是當

主要來自烏克蘭和俄羅斯，因此加速日本和德國半導體材

前全球資金最關心的焦點。

全球半導體產業營收
8,000

單位：億美元

產業，但要到達1兆美元只需花八到十年時間。」
拜全球半導體短缺和需求持續成長之賜，晶片公司迎

4,000

來了史上銷售最佳的一年。根據研究公司顧能（Gartner）

2,000

的數據，2021年全球晶片銷售額較前一年成長25％，達到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年）

註：2022年及以後是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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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圓代工大廠格芯（GlobalFoundries）執行長柯斐德
（Tom Caulfield）說：「花了50年時間才成就半兆美元的

6,000

0

全球半導體在2030年邁向兆美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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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顧能公司

創紀錄的5,835億美元。顧能預期，長期短缺將帶動半導體
產業今年的營收增加9％，超過歷史平均成長率。

疫情也加速了數位化趨勢，舉凡消費者串流電影和電
玩遊戲以及公司採用各種數位工具，所有這些都需要晶
片。因此，顧能研究部門副總裁諾伍德表示，到了2025
年，半導體產業的銷售額將達到6,925億美元，到了2030

半導體產業歷年資本支出
2023-2025年將達4,420億美元
(單位:10億美元)

■台積電 ■英特爾
■德州儀器

■三星
■其他

年，在最佳需求情境下，銷售額將達到一兆美元，超越當

62.3

前全球速食業規模。

50.6

1.2

0.6

33.0

27.4

19.5

14.5
17.1
2020

30.0

半導體業．資本支出倍增
全球各地的半導體公司正積極擴大投資增產，以滿足

48.0
0.9
19.4
16.2
14.9
2019

2021e

65.9
1.5
32.0
26.5
35.0
2022f

資料來源：Gartner ,DIGITIMES整理，2021/12

不斷成長的需求。分析師估算，晶片業在2021到2025年這
五年期間的資本支出，將比2016∼2020年增加近一倍。
目前，台積電已承諾，未來三年將投入1,000億美元，
擴大生產製造晶片的尖端矽晶圓。三星計劃在未來三年內
投資逾2,050億美元，其中晶片製造是一個優先事項。英特
爾將斥資1000 億美元在美國東部俄亥俄州建造全球最大
的晶片廠。其他打算擴產的晶片製造商包括恩智浦、英飛
淩、意法半導體以及Microchip等公司。
研究業者顧能（Gartner）的數據顯示，全球半導體公
司2021年共支出1,460億美元於提高產能和研發，台積電、
三星和英特爾等三家全球一線晶片廠就占其中的60％。

地緣政治競爭．翻轉全球半導體布局
過去全球對半導體產業是採取各自商業競爭政策，然

▲調研機構IC insights於3月發布的報告顯示，繼2021年激增36%之
後，預計2022年半導體行業資本支出將大增24%，達到1904億美元的
歷史新高，比三年前的2019年增長86%。

因國家安全等關係，已經拉高主導層級，遊戲規則改變，
從早年的商業模式競爭、技術競爭、客戶競爭、資本支出

預計在2022年，許多企業將增加≥40%的支出

競爭，到目前的地緣政治競爭。
現在各國都強調在地製造，美、中、韓、甚至中東等
地都在加大投資，從去年開始的五年，半導體全球投資
將超過一兆美元。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最新預測顯
示，2021到2022年期間全球將新建29座晶圓廠，總設備支
出將超過1400億美元，其中2021年新建19座晶圓廠，2022
年新建10座。中國要蓋八座半導體廠，台灣也有八座，美
國也要蓋六座廠，歐洲和中東有三座，日本兩座，韓國兩
座。歐美日將加速重返半導體製造賽道，讓已在競賽跑道
中的半導體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全球競爭，也讓資本市
場更加青睞半導體產業。 華

▲上圖所示的13家公司的總支出預計將是2020年的近2.5倍。大多數
的半導體製造商都是應對當前的需求而激增。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許多公司的支出可能會恢復到接近疫情前資本支出占銷售比率的百
分比的水準。 資料來源: IC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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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不得的
半導體產業政策
半導體正處於強大的地緣戰略利益和全球技術競賽的中心，因此在半導體技術具領先地位的經
濟體都竭力確保其地位不被取代，甚至是更進一步的引領市場。半導體已成高科技發展的核心及最
強後盾，各經濟體的半導體政策將攸關未來發展。
中美科技戰以及疫情衝擊供應鏈下，半導體產業不

在

美國通過《美國競爭法》釋出520億美元

僅已成為歐洲和美國的戰略優先事項，也沾上地緣

2021年6月份，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

政治的競爭。美國及歐盟紛紛提出相關法案，以應對各自

法》（USICA），其中包含520億美元鼓勵自製半導體的

產能下滑，以及過度依賴亞洲製晶片等問題。各經濟體也

措施，以及授權投資1,900億美元強化科技與研究。眾議院

分別提出半導體政策，絕不能輸在這塊關鍵產業上。

則等到今年2月5日，才通過《美國競爭法》（COMPETES
Act），雙雙釋出520億美元資金，補貼半導體相關的研發

美歐發現半導體生產能力嚴重下滑
美國重新審視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現況，發現其

計畫，還有望擴大至半導體原料及製造設備等重要上游產
業。

本土半導體生產能力嚴重不足。根據半導體產業協會

這些資金將有助美國與台灣、韓國競爭，追趕台積電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的數據，2020年美

和三星電子的晶片製造能力。美國若是撥款補貼，新的晶

國的半導體產能佔到全球產能的12％，大大低於1990年時

圓廠一座建造成本為100億美元，將可省下30億美元。

的37％。歐盟也發現其於全球半導體晶片營收中的份額
從1990年的超過20％，跌到只剩10％，因此決意要奮力追

台積電、三星及英特爾 皆已規劃設廠

趕。當然，在晶片（尤其是高端晶片）持續缺貨的情況

目前，全球最大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宣布在美國亞利

下，是否能掌握半導體的關鍵核心技術∕設備∕材料∕人

桑納州設立5奈米晶片廠，成為美國首座最先進製程晶片

才，對國家許多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

廠。美國半導體大廠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Pat Gelsinger）
宣布投資200億美元在俄亥俄州，建造2座晶圓廠。英特爾

美國「危險地依賴」台積電

計劃未來10年內斥資1000億美元打造俄亥俄州為「超級晶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美國「危險地依賴」台積

圓廠區」，最終總共將有8座晶圓廠。韓國三星電子計劃

電，而台灣正處於一種「脆弱狀態」。她表示，為了解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泰勒市建造一座價值約170億美元的

決這個問題，美國必須提高國內晶片產量，並要求外國公

晶片廠。

司在美設廠。美國總統拜登也正敦促製造商將生產帶回美
國，半導體製造大廠英特爾、三星與台積電正擴大在美國
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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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半導體晶片營收總體百分比下降至10％
歐洲是世界領先的設備和原材料供應商的所在地，像

是基板和氣體。在半導體供應鏈這塊，部分歐洲製造設備

與創新技術，企圖帶動歐盟各國投資半導體產業，以降低

商在各自的細分市場中佔有領導性的地位，像是ASML的

對亞洲與美國晶片的依賴。歐洲晶片法案的目標是將歐盟

EUV微影設備，沒有它就就無法生產晶片。此外，NXP、

全球半導體市場市占率從現階段的10％，在2030年前提升

Infineon、STMicro就些晶片供應商在汽車和工業用晶片也

至20％。歐洲晶片法案可以說是全球半導體晶片戰略地圖

是全球領導者。

的最後一塊拼圖。

歐盟在全球半導體晶片營收總體百分比卻從1990年的

歐盟負責內部市場的執行委員布勒東（Thierry

超過20％下降至10％，歐洲製造業規模縮減間接影響了其

Breton）曾表示，美國、中國等地都在興建晶圓廠，「超

半導體晶片的收入，Medion、諾基亞、西門子等製造商，

級強權很清楚先進晶片自給自足的必要性，現在已經是地

不是被併購了就是部門結束營業。加上，企業移轉至製造

緣政治的問題」。

成本較低廉的亞洲等因素。雖然歐洲半導體產業也有持續
在晶圓製造業上投資，但整體製造規模仍不足以支撐未來

補貼是有條件，須能帶動歐洲半導體技術
歐盟的補貼是有條件的，首先，投資必須是「歐洲的

市場的預期增長。
半導體設備廠商 ASML曾警告稱，如果不採取行動，

先驅」，要能帶動歐洲半導體技術的發展。其次，歐盟將

這一比例可能會降至4％。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的數據顯

仿效美國「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的作

示，美國公司目前在晶片行業擁有47％的市場份額，其次

法，管控供應鏈，在緊急情況下限制出口。「歐洲晶片法

是亞洲，歐洲則遠居第三。

案」的特點是突破過去對政府補貼規定的限制，新法實施
後，「補貼建廠成本的 40％至50％ 都不是問題」。

歐洲晶片法案目標全球市占率，在2030年前翻倍至20％
2022年2月8日，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小國看的到，吃不到的憂慮

公佈歐洲晶片法案（A Chips Act for Europe），除了預計投

這份提案需經歐盟成員國和歐洲議會通過，但不是大

入超過430億歐元（約480億美元）的補貼外；另提供110

家都有相同聲音：一方面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工業大國

億歐元（約125億美元），以加強現有半導體研究、開發

雄心勃勃，另方面較小歐盟國則擔憂切斷有價值的亞洲供
應鏈，如荷蘭和北歐國家。

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歐盟在相關領域中之全球市場占比

如同一名歐盟外交官表示：
「我們不希望最後看到一家

EU:2%

EU:14%

EU:23%

IP/
Electronic
Design

Raw Material /
Silicon wafers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美國大企業獲得一大筆歐盟
經費，然後只在一個歐盟大
國設立一座工廠。」
以英特爾為例，該公司

Chip design
EU:8%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ssembly, Test
and Packing

一直計劃未來10年在歐洲投

EU:5%

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大國物

EU:7%

R&D

資多達950億美元，一直在德

Original Equipment
Manfacturers

色地點，而這正是小國所擔
心的，他們懷疑英特爾這類
大公司不會選擇小國進行投

圖片來源：A Chips Act for Europe，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2022年2月8日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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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四五規劃」，半導體產業自主化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以來，中美緊張關係

出「K—半導體產業帶」戰略計畫，以韓國的三星電子、
SK海力士等153家企業未來10年投資510兆韓元為主。

並未緩解。繼華為之後，美國還將中國大陸晶圓代工廠中

韓國「K—半導體產業帶」戰略計畫，堪稱韓國有史

芯、晶片廠飛騰、人工智慧（AI）業者曠視、無人機廠大

以來規模最大的半導體發展大計，計畫自2021年起至2030

疆等廠商列入黑名單。面對美國政府的強力圍堵，中國並

年，在韓國構建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涵蓋

未退縮，一方面大力支持第3代半導體發展，一方面金援

半導體生產、原材料、零部件、設備和尖端設備、設計等

中芯，協助擴展28奈米產能，並推動半導體設備自主化。

為一體的高效產業集群。

根據中國的「十四五規劃」，中國正在獨立推動其半導體

這項戰略的生產據點，自西部北起依次有板橋、器

產業，強調科技自力更生與強勁內需市場的重要關聯，中

興、華城、平澤、溫陽等城市縱向相連，向東覆蓋利川、

國將研發支出重點指向生物技術、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

龍仁、清州等城市，呈「K」字形。這10年間，韓國政府

戰略部門，以實現自給自足、避免過度依賴西方進口。

也加速基礎建設，給予研發獎勵，以及提供穩定水電供應

北京當局2015年宣佈的「中國製造2025」，將半導體

和協助處理環保等相關議題。

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政府支持，中國有超過200億美元的

「K—半導體產業帶」戰略計畫由2大集團—三星及

戰略資金挹注晶片產業，期間培育 NAND 大廠長江儲存等

SK海力士負責投資，其中三星預估10年斥資370兆韓元；

公司。

SK海力士則斥資110兆韓元。兩大集團10年投資總額達480
兆韓元。

中國擬推跨國「晶片製造平台」

韓國在半導體產業已擁有一定優勢。三星電子是全球

依據日經報導，中國計劃成立跨境半導體工作委員會

第二大半導體製造商，占全球代工市場約17％的市佔率，

（Cross-Border Semiconductor Work Committee），目標促進

僅次於台積電。但在記憶晶片DRAM方面，韓國企業已居

該國企業與英特爾等國際半導體巨頭們的合作，加速實現

主導地位。

晶片自給自足的目標。
該委員會將鼓勵中外公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並邀請

日本半導體援助法3/1施行

國際企業透過與當地政府合作、提供資金來建立研發或製

為了追上各國發展半導體的進度，去年10月日本首相

造基地，並可能會為計劃收購國際半導體公司的中企提供

岸田文雄大動作開設「經濟安全大臣」的職務，並任命小

金援。日經獲悉，潛在合作國際企業將包含英特爾和超

林鷹之為負責人，開啟「復興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第一

微、德商英飛淩，還包括荷蘭一些產業合作夥伴，其中還

步，並與台積電攜手打造本土晶圓工廠。

包含先進製程設備龍頭的艾斯摩爾（ASML）。

日本政府宣佈在3月1日施行，對在日本國內興建先進

中國半導體需求目前佔全球近25％。據報導，2020 年

半導體工廠提供補貼的「特定高度情報通信技術活用系統

中國占英特爾總銷售額的26％，而超微在中國也擁有許多

開發供給導入促進法（5G法）」等相關法案，只要申請

客戶。日經指出，北京政府支持的基金正計劃投資中芯國

企業提出的生產計畫符合「持續生產10年以上」、「供需

際的新設施，並投入資金於材料和製造設備，以強化供應

緊繃時能增產因應」等條件，最高將可獲得設備費用「半

鏈，但因為中國大陸缺乏技術，這項為跨國合作而成立的

額」的補助金。預估台積電計劃在熊本縣興建的新工廠將

新平台將扮演關鍵角色。

成為首件申請案。日本政府大致上決定對將在熊本縣設廠
的台積電，提供規模約4,000億日圓的補助。

韓國「K—半導體產業帶」戰略計畫，三星關鍵角色
韓國政府為擴大在全球半導體影響，在2021年5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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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先進半導體的生產，日本經濟產業省已在
2021年度補正預算中編列6,170億日圓資金。

加拿大宣佈投資半導體行業

輒100億美元的巨額投資，讓印方遲遲無法動土開工。不

根據加拿大創新、科學與經濟發展部（Ministry of

過，由於印度在電子產品製造、汽車、國防、航空，以及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聲明，政

下一世代的產業，對半導體晶片的需求與日俱增。目前，

府致力於與加拿大研究人員和企業合作，以加強加拿大在

據統計該國進口半導體有近240億美元的需求，到2025年

該行業的地位。

將直逼1000億美元。

加拿大將向其半導體行業投資總計2.4億加元（約1.89

根據印度政府2月聲明，印度當局已收到五項投資提

億美元），以支持該國處理器晶片的製造和研究。加拿

案，以興建半導體晶圓廠、顯示器製造工廠，投資金額總

大的半導體行業包括100多家從事微晶片研發的本土和

計達205億美元。

跨國公司。其製造基地包括化合物半導體、微機電系統

包括與鴻海成立合資企業的Vedanta、新加坡IGSS

（MEMS）和先進封裝等領域的30多個應用研究實驗室和

Ventures，以及ISMC等公司，已提出136億美元的投資案，

5個商業設施。

要在當地製造能用於5G設備、電動車等各類產品的晶片。

這份半導體投資包含兩項內容，一項是Semiconductor

這三家公司已向印度政府的生產獎勵計畫尋求56億美元的

Challenge Callout，這是透過戰略創新基金提供的1.5億加

支持。Vedanta和Elest已提議出資約67億美元興建顯示器工

元基金，旨在進行有針對性的投資，以增強加拿大在半

廠，並已向印度政府尋求27億美元的補助。

導體開發和供應方面的國內優勢。另有9000萬加元用於
資助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印度的半導體市場規模估計在2026年前達到630億美
元，遠高於2020年的150億美元。

of Canada）的加拿大光子製造中心（Canadian Photonics
Fabrication Centre, CPFC）。

半導體處於地緣戰略利益和全球技術競賽中心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CPFC是加拿大光子學領域的一

半導體正處於強大的地緣戰略利益和全球技術競賽的

項重要資產，它是北美唯一一家公開運營並對所有人開放

中心，因此在半導體技術具領先地位的經濟體都竭力確保

使用的化合物半導體代工廠。它在為研究和私營部門提供

其地位不被取代，甚至是更進一步的引領市場。半導體已

有影響力的光子器件製造服務方面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記

成高科技發展的核心及最強後盾。 華

錄，幫助在電信、環境傳感、汽車、國防和航空航太等行
業發展了許多加拿大中小型企業。

IC設計大國印度向台積電、聯電等大廠招手
全球為了鞏固未來高科技產業的地位，半導體成為各
國首要發展的目標。繼日本大動作宣示，將「復興本土
半導體產業」後，印度也加入打造晶片工廠的行列，即將
推出規模達數十億美元的投資藍圖，以及生產補貼計畫
（PLI）、電子元件和半導體製造促進計劃（SPECS），
這兩大項目來吸引國際廠商前來設廠。目前積極聯繫台積
電（TSMC）、英特爾（Intel）以及聯電（UMC）等國際
半導體廠商。
雖然印度在晶片設計（IC設計）實力雄厚，但是於製
造領域相當不足，主要的障礙就是打造一座晶圓工廠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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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學
半導體產業CEO必修新學分
國際地緣政治重要性日益增加，晶圓代工廠台積電啟動招募具備政治經濟背景的博士人才，引
發外界高度關注。美國三星電子延聘前美國駐韓大使Mark Lippert，擔任三星華府辦公室執行副總裁
暨北美公共關係負責人，主掌三星在華府政府關係。台積電及三星都需要更多的政治背景人才，希
望在政治與經濟界線日趨模糊的全球市場上，找到更明確的前進方向。
著美國及歐洲等國紛紛將半導體產業視為重要戰略

府的溝通；後又聘僱美國商會前董事Nicholas Montella，任

產業，並紛紛祭出補助措施，地緣政治盛行，台積

政府關係部門總監，Nicholas Montella過去主要專注於日

隨

電招募具備政經背景的人才，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本、韓國和亞太區域政策。

台積電在社群網路服務網站領英（Linkedin）的徵才

中美科技戰後，地緣政治開始影響到整體半導體版圖

訊息中指出，台積電對於職缺的要求是需具政治經濟、

的布建，以及供應鏈的遷徙。台積電特別身處地緣政治家

國際關係或等同課程的博士學位，還要有4年以上數據分

的必爭之地，未來整體投資方向及布局勢必會受到影響，

析、數據科學或市場研究經驗，並要跟上美國和中國的政

需要對政治相關比較敏感的專業人士，來為台積電的未來

治經濟動態。

整體布建進行更嚴謹的計畫及部署。

因應業務在全球範圍的規模和複雜性不斷增長，台積

台積電晶圓廠投資近年不再局限於台灣及中國大陸，

電此次招募具備政治經濟背景的商業智慧分析師，主要

積極轉向全球布局，不僅決定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設立

研究美、中、台的關係，進行政經情勢分析，整合影響IC

5奈米先進晶圓製造廠，也在日本熊本投資設立特殊製程

供應鏈的政經變化相關新聞、報告與網路論壇。台積電表

晶圓製造廠。台積電如何在中美貿易戰過程左右逢源、面

示，主要是希望能協助進行市場研究，提供內部政經相關

面俱到，在兩大經濟體間「夾縫中求生存」，並壯大自己

情勢的分析與資料。台積電並指出，擔任此職務的人才要

才是當前目標。

能在快節奏、動態的環境中良好工作，且要樂於學習新事
物，勇於跳出舒適圈。目前已超過百餘人應徵。

三星延攬美前駐韓大使．掌握地緣政治局勢
台積電長年競爭對手三星集團旗下的美國三星電子，

台積電身處地緣政治家必爭之地

宣布延聘前美國駐韓大使Mark Lippert，擔任三星華府辦公

其實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2019年11月台積電運動會

室執行副總裁暨北美公共關係負責人，將主掌三星在華府

上致詞時表示，台積之所以變成地緣政治的兵家必爭之

的政府關係。業界解讀，主要考量是為了讓集團更能掌握

地，就是因為擁有技術優勢。過去幾年，台積電已逐步就

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變化，促進三星與美國政府的關係。

國際政經專家進行人事布局，如聘僱前英特爾遊說專家

依據三星說法，現年48歲的前美國駐韓大使Mark

Peter Cleveland擔任全球政策部門副總裁，幫助台積電與華

Lippert對於美國政策變化及法規的深度了解，在三星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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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美國市場的商業策略上，將扮演關鍵角色。美國三星

程技術和業務的競爭，能否爭取到政府支持，現在也都會

電子執行長K.S. Choi說，Lippert是外交官出身，將為三星

影響到半導體廠的競爭力。促使現在廠商即使不想碰地緣

電子北美公司帶來「數十年豐富的公共政策經驗，以及地

政治，也不得不面對。

緣政治對美國業務影響的深刻見解」。
隨著中美角力升高、華府又希望改變全球半導體供應

地緣政治是半導體廠CEO必修新學分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曹世綸

鏈，也讓三星面對愈來愈多的經營變數。

就表示，過去半導體廠主要徵才以工程師為主，如今要延

三星華府政治遊說經費．2021年投入372萬美元

攬地緣政治相關人才，地緣政治也是半導體廠CEO的必修

在挖角前美國駐韓大使前，三星集團已多年投入華府

新學分。除了關心與修習地緣政治學分，曹世綸建議半導

的政治遊說，從據點到經費都有一定規模，單是2021年

體廠也應積極參與國際性組織及政策決策，而不是被動等

就投入372萬美元。華府智庫Open Secrets（原名Center for

待外國政策定案，以防非市場經濟因素的影響，確保競爭

Responsive Politics）統計，原本三星集團每年在華府的政

力。

治遊說支出都不到200萬美元，但2017年躍升至350萬美

隨著中美貿易戰演變為科技戰，先進國家也紛紛將半

元，2018年更達到391萬美元新高。若以391萬美元來看，

導體視為國家戰略產業，美國、中國、德國、日本、歐盟

這個金額幾乎是外國企業投入美國政治遊說支出的第一

等幾乎都傾全力扶植相關產業。加上疫情關係及短期供需

名。

不平衡，保護主義興起，都推動晶片在地製造的趨勢，預
期地緣政治發展及國際間政府涉入半導體產業的情況，將

2018年在華府成立「三星解決方案中心」

持續上演。

韓國媒體Korea Herald曾報導，自從美國前總統特朗

台積電及三星都需要更多的政治背景人才，以期在政

普2017年上台後，三星不僅在華府政治公關的重心明顯轉

治與經濟界線日趨模糊的全球市場上，找到更明確的前進

向，相關支出也大幅跳升。過去三星遊說是著重智慧財產

方向。 華

權，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重心就
變成一般貿易問題。
隨著對外貿易政策在特朗普政
府時期的重要性愈來愈高，三星集
團2018年底在華府市區成立「三星
解決方案中心（Samsung Solutions
Center）」，讓三星更快反應華府的
大小狀況，因為華府任何變化都會左
右三星在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生意。

地緣政治．所有企業不得不面
對的現實
過去企業廠商不需要面對地緣政
治，只要專注製程改善與爭取客戶。
然而，產業間的競爭，已不再只是製

▲華府智庫Open Secrets（原名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統計，原本三星集團每年在華府
的政治遊說支出都不到200萬美元，但2017年躍升至350萬美元，2018年更達到391萬美元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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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啟動「東數西算」
邁向大數據時代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於2月發布訊息，將推動大型數位基礎建設——「東數西算」工程，以中國
東部數位化基礎，向西部打造算力基地，規劃8地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共10個國家數據中心聚落，整
合大數據中心體系，邁向科技與大數據時代，並藉以刺激相關設備市場。
國大陸以往為了全國一體化布局，會優化資源配

中

劃設立了1至2個數據中心集群。算力樞紐和集群的關係，

置，繼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輸之後，在數

類似於交通樞紐和客運車站。據了解，數據中心集群將彙

位經濟盛行、急需算力的當前，出現了「東數西算」的工

聚大型、超大型數據中心，具體承接資料流程量。集群將

程。

獲得更好的政策支持、配套保障，同時在綠色節能、資源
利用率、安全保障水準等方面也會有更嚴格的要求。

8地算力樞紐節點+10個資料中心集群

圍繞8個國家算力樞紐節點，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

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國

分別是張家口集群、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集

家能源局於2月聯合印發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長三角、

群、蕪湖集群、韶關集群、天府集群、重慶集群、貴安集

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內蒙古、貴州、甘肅、寧夏等8地

群、和林格爾集群、慶陽集群、中衛集群。

啟動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並規劃了10個國家數據中心

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實施「東數西算」工程，有

集群。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完成總體布局設計，

多方面意義：一是有利於提升國家整體算力水平。二是有

「東數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啟動，邁向科技與大數據時

利於促進綠色發展。三是有利於擴大有效投資。通過算力

代。在8地國家算力樞紐節點中，每個算力樞紐內，都規

樞紐和數據中心集群建設，將有力帶動產業上下游投資。

▼中國國家發改委二月宣布「東數西算」工程全面啟動。

何謂「東數西算」

圖取自中國國家發改委官網。

「東數西算」中的「數」指的是資料，「算」指的是

「東數西算」全國佈局圖

「東數西算」小檔案
和林格爾集群

內蒙古
樞紐

中衛集群

慶陽集群

甘肅
樞紐

寧夏
樞紐

張家口集群

京津冀
樞紐

定義

「數」是數據，「算」是算力，所指為對數據的
處理。「東數西算」是通過雲計算將東部算力需
求引導到西部，優化數據中心建設布局，促進東
西部協同發展

規劃範圍

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內蒙
古、貴州、甘肅、寧夏等地建設八大算力樞紐，
規劃十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

涉及產業

上游設備、設施和軟體供應商；中游數據中心建
設者和服務商；下游各行業應用客戶

產業規模

發改委預估每年能帶動人民幣4千億元投資

蕪湖集群
天府集群

重慶集群

成渝
樞紐

長三角
樞紐
貴州
樞紐
粵港澳
樞紐

長三角生態
綠色一體化
發展示範區集群

8地啟動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
京津冀樞紐、長三角樞紐、粵港澳樞紐、
成渝樞紐、內蒙古樞紐、貴州樞紐、
貴安集群
甘肅樞紐、寧夏樞紐

韶關集群

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群
張家口集群、蕪湖集群、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集群、韶關集群、貴安集群、
重慶集群、天府集群、慶陽集群、中衛集群、和林格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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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製表:黃欣

算力，即對資料的處理能力。線上世界的數字資產急速增

局，促進東西部協同聯動。簡單地說，就是讓西部的算力

長，數字化管理也越來越重要，這背後就需要更強大的算

資源更充分地支撐東部資料的運算，更好為數位化發展賦

力支持。「算力」，如同農業時代的水利、工業時代的電

能。

力，已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生產力，是國民經濟發展

國家發展改革委高技術司負責人表示，目前中國大陸

的重要基礎設施。據介紹，「東數西算」就是透過構建資

數據中心規模已達500萬標準機架，算力達到130EFLOPS

料中心、雲計算、大資料一體化的新型算力網路體系，將

（每秒一萬三千億億次浮點運算）。隨著數位技術向經濟

東部日益增長的算力需求投放到西部地區，對數據進行存

社會各領域全面持續滲透，全社會對算力需求仍十分迫

儲、傳輸、計算等運作，有利於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和

切，預計每年仍將以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長。

數據產業的集約化發展。

帶動數據中心相關上下游產業發展
東部土地、資源擁擠；西部再生能源豐富

通過「東數西算」工程在中國大陸全國布局8個算力

目前大陸數據中心多分布在東部地區，且東部地區，

樞紐，引導大型、超大型數據中心向樞紐內集聚，形成數

在土地、能源等資源緊張的形勢下，在東部大規模發展數

據中心集群，將提升整體算力規模和效率，帶動數據中心

據中心難以為繼。而西部地區資源充裕，特別是可再生能

相關上下游產業發展。數據中心是核心和基礎。但是，

源豐富，具備發展數據中心、承接東部算力需求的潛力。

「東數西算」工程並非一蹴而就，大規模的基建需要時

因此，以全國角度一體化佈局，透過優化數據中心建設佈

間，在長周期內，建設和投資都將持續。

▼通過「東數西算」工程在中國大陸全國布局8個算力樞紐，引導大型、超大型數據中心向樞紐內集聚，形成數據中心集群，將提升整體算力規模和
效率，帶動數據中心相關上下游產業發展，圖為IBM所建構的超級電腦「藍色基因」。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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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指出，「東數西算」用數據流引領帶動物流、
金流、人流、技術流等，有助於打通東西部數位經濟大動
脈，形成以數據為紐帶的東西部協調發展新格局。

括華為、聯想、環宇電氣、維諦技術、ABB等企業在此環
節皆有布局。
中游主要是數據中心建設者，既有國內三大電信運營

中國信通院雲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所長何寶宏就曾表

商，也有世紀互聯等第三方IDC服務商，據了解，目前世

示，2020年中國數據中心市場規模為1500億元，年均增速

紀互聯已有落地規劃的「東數西算」項目包括未來3-5年

繼續保持在30％左右，遠高於全球10％的年均增速。在政

在烏蘭察布市內投資建設佔地規模200畝、投資總額逾30

策引導下，國有和民間資本大量湧入數據中心投融資市

億元的數據中心項目。

場，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2020年投資達到3000億
元，未來3年將增加1.4萬億元。

數據中心戰開打．科技巨頭卡位
下游的第一大需求則是雲計算，阿里雲、騰訊雲、華

每年帶動投資超過人民幣4,000億元
全面啟動「東數西算」工程，預計每年帶動投資超過
人民幣4,000億元。分析指出，「東數西算」是新基建範
疇，晶片、數據通信領域與相關設備將迎來利多。

為雲、UCloud等廠商持續投入。其實，互聯網公司的數據
中心戰早已打響，龍頭企業爭相在西部建立數據中心
騰訊在貴州、京津冀、成渝等地均有布局。其中，騰
訊雲在貴州樞紐投產的貴安七星數據中心，2018年5月正

數據中心產業鏈既包括傳統的土建工程，以及訊息技

式開啟一期試運行，規畫存放30萬台伺服器。在京津冀樞

術（IT）設備製造、訊息通信、基礎軟體、綠色能源供給

紐，騰訊雲在懷來瑞北和東園部署兩個數據中心，規畫容

等。通過算力樞紐和數據中心集群建設，將有力帶動產業

納伺服器都超過30萬台，已部分投產；在成渝樞紐，騰訊

上下游投資。

雲在重慶部署兩個雲計算數據中心，其中一期已於2018年
6月投用，可容納10萬台伺服器。二期於2020年4月正式開

數據中心產業整合上中下游設備
「東數西算」整合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根據中國信通

工建設，計畫打造騰訊在西南地區的第一個Tbase園區，
整體建成後將具備20萬台伺服器的運算存儲能力。

院最新發佈的《2022年數據中心產業圖譜研究報告》，數

華為在2017年便提出「南貴北烏」的雲數據中心布

據中心產業主要包括上游設備、設施和軟體供應商、中游

局，在中國布局五大數據中心，每年投資額皆在人民幣數

IDC建設者和服務商以及下游各行業應用客戶。

十億左右。其中，貴安、烏蘭察布是華為雲一南一北兩大

上游涉及的產業眾多，包括供配電系統、交換器、伺

雲數據中心，公司還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地區布局

服器、動環監控系統等ICT設備和數據中心管理系統，包

三大核心數據中心。目前，華為貴安數據中心一期已投
入使用，該數據中心規畫建設成華為全球最大的雲數據

機構對「東數西算」受益板塊分析

載點。未來60％∼80％的數據中心將布局西部，積極踐行

機構

受益板塊

首創證券

高性能計算晶片、通信晶片、接口晶片
等硬體設施

東方證券

國產服務器及相關生態廠商

據中心集群起步區邊界，均已積極布局，建設低碳綠色的

國盛證券

移動網路，如5G及相關產業鏈

數據中心。目前阿里雲在全球25個地域部署了上百個雲數

中信證券

IDC、ICT設備、光模組、營運商、溫控
設備、光通訊等領域

據中心，其中規畫建設的5座超級數據中心，分別位於張

資料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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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數西算」。
阿里雲數據中心在大陸政府規畫的算力樞紐節點和數

北、河源、杭州、南通和烏蘭察布。
而短視頻平台「快手」稱，該公司首個大規模數據中

心位於內蒙樞紐節點，並將採用大量國產晶片。UCloud擁

對光伏風電等綠色能源的使用，如果能夠從20％提高到

有上海青浦和內蒙古烏蘭察布兩大自建數據中心，此外，

80％，就能夠在2025年節點減少1.6個北京市的總碳排放

位元組跳動旗下火山引擎表示，已在全國部署了大量CDN

量。

節點，可提供傳輸加速服務。
此外，阿里雲宣布未來3年再投2000億元，用於數據
中心建設，騰訊則宣布投入5000億，用於新基建與產業互
聯網的進一步布局。

「東數西算」亦可推廣中國科技產業
此外，推動「東數西算」工程，不僅可消解多餘原物
料，再來可替科技業者開發市場找活路。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在去年發布的《新型數據中心發

數據中心使用西部綠色能源，將實現低碳社會
數據中心是用電大戶，中國數據中心用電量佔全社會
用電2％左右，數據中心的節能減排課題探討已久。

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提出用3年時間
（2021至2023年），讓中國數據中心產業鏈的上中下游企
業「走出去」。依據《人民網》報導指出，除了在中國大

因此為實現低碳社會，「東數西算」也扮演了重要角

舉建設外，也將重點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新型數

色。目前數據中心對綠電的使用率是20％左右，通過「東

據中心，加強與中國海陸纜等國際通信基礎設施有效協

數西算」工程，大量的數據中心建設在西部之後，提高

同，逐步提升全球服務能力。 華

第五十三期∣2022∣華商世界

33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低軌衛星引領市場
上看2,950億美元
根據TrendForce研究報告，2022年全球衛星市場產值上看2,950億美元，年成長3.3％。全球各
國積極部署低軌道衛星，藉以推動衛星與5G通訊結合與應用。歐盟也準備斥資60億歐元打造低軌衛
星通訊系統，並建立太空交通管理系統。

5G

技術誕生後，各國與各科技企業，紛紛投入下

蓋之處，可望是未來10年解決全球寬頻、物聯網覆蓋的最

一世代的6G技術。傳統衛星是從距離地面三萬

有效方法，低軌道衛星更被視為實現萬物聯網的最後一哩

六千公里的地方發放訊號，訊息容量相較小；低軌道衛星

路。

距離地面僅約二千公里、甚或幾百公里，訊號延遲情況減
少，訊息容量較大，是最理想的6G訊號傳遞中介。

全球低軌道衛星主要有四大玩家
全球低軌道衛星主要有四大營運商，馬斯克（Elon
Musk）創辦的航空公司SpaceX所推動的低軌道衛星連網計

低軌衛星被視為實現萬物聯網最後一哩路
低軌衛星被視作主導6G技術的重要關鍵，其傳輸快、

劃Starlink，衛星群部署已近1800顆，近期將針對全球終端

低延遲的特性，可覆蓋至山上、海上、南北極等不易覆

用戶正式提供連網服務。英國通訊商OneWeb目標2022年

四大衛星通訊業者衛星布建與營運計畫
2021

2022

2023

目前1791顆

全球10萬用戶，
14個國家，50萬
預購訂單

2024

2025

2825顆

初始商轉
(6月初Beta)

2026

2027

2029

2030

7518顆

第二
階段

第二
階段

全面
商轉

全面覆蓋
（秋季）
目前288顆

預計於北緯50度以上地區
提供網路覆蓋，規劃2021
年底提供商用服務

68顆
初始
商轉

356顆

全面
覆蓋

針對企業用戶、特定行業
的應用，比如銀行、礦山
等通訊應用需求

6372顆

第二階段
（716顆）

59顆

第二
階段

239顆
初始
商轉

全面
覆蓋

1373顆
第二階段
（298顆）

第二
階段

1618顆

1618顆
初始
商轉

Kuiper 除向FCC申請固定衛
星服務外，另亦申請行動衛
星通訊服務
每年布建衛星總數估計

1328顆

1328顆

1464顆

5026顆

第二
階段
4506顆

開始淘汰2000顆/每年

資料來源：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宏遠投顧整理（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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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轉，加拿大衛星通信公司Telesat規劃2023年初步商轉，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EC）於2月提出

亞馬遜（Amazon）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的低軌道

太空安全連結（space-based secure connectivity）與太空交

衛星連網計劃Kuiper，規劃2025∼26年初步商轉，其他如

通管理（Space Traffic Management，STM）兩項倡議，準

韓國、英國、加拿大、中國也皆有發展計畫。外界預計，

備斥資60億歐元打造低軌衛星通訊系統，並建立太空交通

2025年整體成長達最高，2026年衛星總量達最高峰。

管理系統。

目前，全球衛星發射數量以美國營運商持有數最高占

歐盟希望建立第三個低軌衛星系統，用於安全通訊和

全球逾50％。其中，以SpaceX的星鏈（Starlink）積極發

網路。目前歐盟已有伽利略（Galileo）導航系統衛星，以

展低軌衛星技術，截至目前為止，已發射了一千六百顆衛

及用於環境監測的哥白尼計畫（Copernicus）。新系統的

星，亦已覆蓋全球，創辦人馬斯克更表示，將於十二個國

訊號將被加密，並提供給歐洲和非洲地區，為非洲提供

家及地區推出衛星網絡服務，希望能一年內吸引全球五十

「中國製造」以外的基礎設施替代方案。新的低軌衛星通

萬用戶。第一期計畫發射1.2萬顆，第二期高達3萬顆，一

訊系統，則是為了確保全球可存取安全及具經濟效益的衛

家SpaceX已經發射的低軌衛星，勝過其他同業總和。

星通訊服務，以及讓全歐的企業與民眾都能存取可靠的衛

SpaceX旗下的星鏈計畫和英國政府支持的衛星公

星服務。

司OneWeb，正率先打造以數百甚至數千顆衛星組成的

外界則解讀這是歐盟不讓美國專美於前而作出的決

低軌道衛星（LEO）星座，為電纜難以到達的地區，提

定，目前美國的SpaceX已發射近2,000顆衛星，並已展開服

供寬頻服務。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和電商巨頭亞馬遜

務，另有Amazon推出的Project Kuiper，估計將發射3,000顆

（Amazon）的柯伊伯計畫（Project Kuiper）也計畫發射自

衛星。

己的低軌衛星。

根據EC的估計，要完全實現太空安全連結大致需要60
億歐元的費用，歐盟自2022年到2027年將投入24億歐元，

2022年全球衛星市場產值上看2,950億美元

其餘資金則由成員國和業界提供。

根據TrendForce研究報告，2022年全球衛星市場產值

《歐洲新聞臺》（Euronews）分析，目前歐洲主要仰

上看2,950億美元，年成長3.3％。全球主要國家積極部署

賴其它國家所提供的衛星通訊系統，而EC所倡議的衛星星

低軌道衛星，藉以推動衛星與5G通訊結合與應用。

座將能確保歐洲擁有獨立的衛星通訊系統，以免受制於他
人，例如避免遭到監聽，以及保持歐洲的網路彈性等。
歐盟執委會將與飛機大廠空中巴士（Airbus）、歐洲

歐盟斥資60億歐元打造低軌衛星通訊系統
歐盟近年積極加速寬頻上網普及，除了都市外，同時

衛星公司（SES）和歐洲通訊衛星（Eutelsat）簽約，為這

要提升偏遠地區寬頻上網及企業廠區的專網需求，除光纖

項計畫進行技術研究。這項計畫仍須得到歐洲議會和歐盟

寬頻及5G網路外，低軌衛星也是重要寬頻上網技術之一。

成員國的批准。
歐盟內部分析，歐洲擁有自己的衛星網路相當重要，

2017~2022全球衛星市場產值預估
400

透過此計畫可望提升歐盟網路通信的安全性及自給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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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歐洲及非洲有更好的寬頻上網服務。

OneWeb可望成歐盟重要的低軌衛星夥伴
業界分析，OneWeb是全球第二大低軌衛星廠商，規
模僅次於SpaceX。OneWeb雖曾歷經破產，但之後獲得英
國政府及印度、法國、日本企業資金支持，具有歐洲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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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可望優先取得相關資金擴充實力，並成為未來歐盟重

支出。以航太衛星領域的高成本來看，業者欲藉低軌衛星

要的低軌衛星夥伴。

網路服務獲利，其實充滿重重挑戰。

高成本營運．低軌衛星獲利大不易

萬顆低軌衛星搶進．NASA示警航太安全

馬斯克日前在內部員工信件中自爆，若無法在2022年

低軌衛星市場目前已經百家爭鳴，包含Space X、

底前達成星艦（Starship）和星鏈（Starlink）預設目標，

OneWeb和加拿大Telesat以及貝佐斯的Kuiper，各家廠商都

恐面臨破產危機，嚇傻一票投資人；儘管分析師指出，

計畫在未來兩到五年，要發射上千甚至數萬顆低軌衛星進

SpaceX短期內破產的機率其實相當低，但低軌衛星商用模

入太空，但也讓美國太空總署NASA感到十分擔憂，就怕

式確實面臨諸多挑戰。

發生軌道交通擁堵和潛在的碰撞危機。

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指出，要部署一套

美國太空總署（NASA）統計，SpaceX第二代計畫將

衛星網路系統，費用估計在50億美元至100億美元間，且

發射3萬顆衛星，讓全球衛星數量增加超過一倍，在600公

營運成本很高，光是衛星壽命5年一到，要更換衛星的成

里以下的低軌衛星數量將成長五倍。SpaceX剛發射的49顆

本就達10億至20億美元。DIGITIMES Research資料指出，

衛星，就因太陽磁暴衝擊而損失了40顆，但各界更擔憂失

Iridium、Globalstar及Orbcomm在1990年代先後以低軌衛星

能的衛星，或除役後來不及自行銷毀的衛星，恐成為新的

提供通訊服務的業者，但都相繼於2000年申請破產重整，

「太空垃圾」。全球天文學家警告，大量衛星環繞地球，

且至今仍未達損益兩平。

亮度堪比北極星，恐干擾天文觀測，影響人類進一步了解

TrendForce也認為，衛星營運商必須在初期就布局逾

太空世界。專家指出，低軌衛星將干擾其他衛星訊號及地

千顆小型低軌道衛星，考量小型低軌道衛星生命週期小於

面接收訊號等問題，引發各界抗議。在業者幻想的衛星聯

5年，勢必著重低成本製造與發射方案，以有效控制資本

網計畫成功前，得先解決進入太空的難題。 華

▼衛星營運商須在初期就布局逾千顆小型低軌道衛星，小型低軌道衛星生命週期小於5年，勢必著重低成本製造與發射方案，以有效控制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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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高價收購
轟動全球的Wordle
網路猜字遊戲 Wordle 近期風靡網路世界，許多人的社群平台都被黃黃綠綠的方塊洗版。吸引眾
多名人前來挑戰，連樂高等知名品牌也藉此宣傳，其熱門程度只能稱是轟動全球。

W

ordle是由論壇「Reddit」的英籍工程師沃德爾

產品還包括NYT Cooking和語音朗讀平台Audm，這類產品

（Josh Wardle）去年10月創造的猜字遊戲，遊戲每

占紐時2021年頭9個月營業額的11％。

天會更新一組以「5個字母」的英文單字作為謎底，且1天
只有6次的機會可以輸入。輸入後，若猜對正確的字母，
又擺放在正確的位置，格子會顯示「綠色」；若只有字母
正確，但位置不正確，則格子會顯示「黃色」。
沃德爾表示，原本設計目的是為了讓因疫情不能出門

名人爭相玩 Wordle，樂高、Oreo 做梗行銷
Wordle 在全世界掀起熱潮，眾多名人也在社群平台上
分享自己每天的成績，例如美國知名脫口秀主持人吉米．
法隆（Jimmy Fallon）、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等。

的家人有事做，沒想到家人一玩上癮，沃德爾認為這個遊

許多品牌也趁機拿 Wordle 做梗行銷。樂高在推特

戲應該會受到人們歡迎，於是發布到網路上。去年10月推

上分享「樂高版 Wordle」圖案，Oreo 則以方塊拼出一塊

出的Wordle在11月初時還只有90個玩家，今年1月初成長到

Oreo 餅乾，並寫道：「不是 Wordle，只是一塊 Oreo 雙餡

30多萬，目前則是每天有數百萬人上網解謎。

餅乾。」Google 也搭上這波風潮，特別設計 Wordle 專屬
Google 塗鴉。若在 Google 搜尋 Wordle，網站的標誌會變

不需很長時間，適合注意力不集中的網路時代
這款猜字遊戲推出後，迅速吸引了數百萬名玩家。

成 6 個字母的字謎，正確答案就是 Google，並會以遊戲中
的綠色方塊出現。

《紐約時報》的填字遊戲編輯Will Shortz還稱讚「Wordle」
是一款「偉大的謎題」。「玩這款遊戲不需要很長時間，
很適合現在這個注意力不集中的網路時代。」

單純的猜字遊戲深獲人心
Wordle已是熱門的社群話題，沃德爾認為是因為遊戲

遊戲原創人沃德爾（Josh Wardle）原本不想透過廣告

簡單好上手，同時具挑戰性，他表示，即便他每天都會

或訂閱來從中獲利，但最後決定將這款遊戲賣給紐時。

玩 Wordle，但每次完成時都還是能獲得成就感。另外，

「Wordle」創辦人沃德爾表示收購後，會整合在《紐約時

Wordle 網站本身只有單純的遊戲，沒有廣告或其他附加內

報》網站的益智遊戲區中。他承諾，移交管理後，玩法不

容。專家認為，Wordle 讓人們想起過去單純的網路，不用

會有任何改變，並會持續免費開放給新舊玩家，也會確保

擔心網站會偷收集使用者個資來獲利或達成其他目的。 華

所有玩家連勝的紀錄被保存下來。紐時也表示，Wordle會
繼續免費供玩家動動腦，也不會做出任何變動。

填字遊戲玩家眾多
紐時一直想讓產品更多樣化，除了最新的Wordle，之
前也以特殊訂閱方式提供填字遊戲等娛樂，訂閱人數已於
去年12月突破100萬大關。目前其他與新聞無直接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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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積極併購遊戲企業
卡位元宇宙
微軟（Microsoft）於1月18日以687億美元收購美國遊戲巨擘動視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
若收購通過歐美的反壟斷審查，微軟將成為僅次於中國的騰訊與日本的Sony，成為「世界第三大」
的遊戲巨獸。由於擴張元宇宙的商機與使用者養成，最好的下手方向仍是透過「遊戲玩家」，因此
這次收購，將加速微軟遊戲業務於行動、個人電腦 （PC）、遊戲和雲端領域的增長，對微軟以遊戲
娛樂搶進「元宇宙」商機的巨大野心，更是一劑威力無比的超級強心針。
年1月10日，當各媒體以「遊戲史最大收購案」的

今

微軟表示，收購內容包括來自動視、暴雪和 King 工

標題，評論Take-Two Interactive以127億美元收購

作室的指標性特許經營權，包含《魔獸爭霸》、《暗黑破

手遊業者 Zynga之際，一周後，微軟（Microsoft）於18日

壞神》等知名遊戲，以及 MLG 聯賽 （職業遊戲大聯盟）

宣布以687億美元收購美國遊戲巨擘動視暴雪（Activision

展開的全球電競活動。微軟並表示，在收購完成後，會

Blizzard），以五倍價格刷新Take-Two 收購 Zynga的收購紀

盡可能讓動視暴雪旗下的遊戲登陸 Xbox Game Pass和 PC

錄，為遊戲界投下震撼彈。

Game Pass，並加速微軟的雲端遊戲計畫。

微軟有史以來最大的收購

單位: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GEEK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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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EEKWIRE
單位：十億美元
．微軟以 687 億美元現金收購動視暴雪的計劃，這是該公司
47 年歷史中最大的一筆，是 2017 年以 260 億美元收購商業社交網絡巨頭
LinkedIn
的兩倍多。
．這筆交易（687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微軟之前五次最大收購的總和支出，總額為690億美元：LinkedIn （ 260 億美元）、Nuance（197億美
元）；Skype（85億美元）、Bethesda（75億美元）和GitHub的 75 億美元。

38

華商世界∣2022∣第五十三期

Pass目前2,500萬用戶的遊戲訂閱市場，若能順利整合暴雪

微軟將成遊戲產業第三大巨頭
在收購動視暴雪之前，微軟在遊戲事業的營利規模就
已是世界第四，動視暴雪則是世界第七。假若收購真能閃

現有的4億玩家，微軟將成為一個超級巨大、社群也極為
黏著的次世代娛樂巨人。

過歐美的反壟斷審查，微軟將成為僅次於中國的騰訊、與

動視暴雪執行長Bobby Kotick表示，動視暴雪目前面

日本的Sony，成為「世界第三大」的遊戲業巨獸。本次收

臨亞馬遜、蘋果、Google、Facebook、Netflix、Sony，甚

購將加速微軟遊戲業務於行動、個人電腦 （PC）、遊戲

至包含中國騰訊、網易等業者競爭，為了能有足夠市場競

和雲端領域的增長，對微軟以遊戲娛樂搶進「元宇宙」商

爭能力，因此促成此次由微軟收購交易。

機的巨大野心，更是一劑威力無比的超級強心針。

雖然動視暴雪並非小規模遊戲公司，但是相比這些擁
有充足資源，並且跨入遊戲市場競爭的科技業者，則是顯

最大的問題是充滿變數的反壟斷法限制
微軟現金收購動視暴雪，勢必引發全球反壟斷監管機

得力不從心，因此在由微軟出資收購之下，預期將能讓動
視暴雪獲取更大發展資源。

構的嚴加審查。除了須取得動視暴雪股東的同意，最重要
的還是爭取監管機構同意，尤其在華府、布魯塞爾反托辣

微軟將進軍手遊市場，並透過雲端、遊戲訂閱增

斯當局磨刀霍霍向科技巨人之時。對微軟來說，這樁交易

加營收

的規模比過去任何一件收購案高出一倍多。微軟上次大手

微軟收購動視暴雪還能發揮更多其他效果，外電分

筆收購是在2016年，當時斥資260億美元收購專業人士社

析，除壯大規模之外，由於動視暴雪已經將旗下許多遊戲

群平台LinkedIn。

移植到手機平台，收購後微軟能彌補自身手機經典遊戲不

《華爾街日報》表示：最大的問題還是漫長而充滿變

足的弱點，更能藉此大舉進軍玩家最多的手遊主流市場；

數的反壟斷法限制。未來在搶進元宇宙的同時，微軟可能

微軟也有機會繞過蘋果、Google抽成，透過雲端、遊戲訂

要會面臨多起的稽查與訴訟，像是Xbox的娛樂系統會不會

閱增加營收。

出現「暴雪遊戲的獨家功能」、或者微軟的元宇宙遊戲布

面對像Netflix等串流平台近期紛紛加入遊戲界作競
爭，暴雪的遊戲大大增加微軟旗下遊戲部分的吸引力，並

局會不會因此取得不公平的市場優勢？
分析師預期，這樁交易須獲得美國、歐盟及中國大陸
三方的核准，並預估微軟2022年底有望完成交易。

加強其遊戲串流服務，務求降低玩家成本從而吸引更多玩
家，尤其是在智能手機普及但遊戲機較不普及的中低收入
國家。

暴雪動視持有大量經典遊戲IP與

▼Microsoft 收購動視暴雪後，旗下所有的遊戲公司版圖一覽。

玩家
微軟要收購動視暴雪的動機，除了
暴雪動視開發的多項經典遊戲IP—例
如《暗黑破壞神》、《魔獸世界》、
《星海爭霸》、《鬥陣特攻》、《Call
of Duty》與《Candy Crush》……等大作
遊戲，暴雪遊戲家族的玩家佔有率與黏
著度，更是微軟積極搶進的誘因關鍵。
動視暴雪目前每月的活躍遊戲使用者，
就高達4億名玩家。微軟Xbox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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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積極耕耘遊戲產業．內容為王

與使用者養成，最好的下手方向仍是透過「遊戲玩家」。

微軟在2001年推出首款Xbox主機後，就持續耕耘遊戲

正如微軟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納德拉（Satya

產業。不過相較遊戲業另外兩大巨頭SONY、任天堂，微

Nadella）表示：「遊戲是當今所有平台上最具活力和最

軟在家用主機銷量及內容IP上，都略遜競爭對手一籌。然

令人興奮的娛樂類別，並將在元宇宙的發展中發揮關鍵

而近年微軟在雲端及遊戲訂閱服務找到新的機會，Xbox

作用。」雖然目前市場上炒作最大的是Facebook變身後的

Game Pass在家機、PC甚至手機上都能遊玩，便利性上

Meta，但微軟有資金有技術，還有Xbox與買來的暴雪遊戲

極有優勢。為能豐富平台所能提供的內容，無論去年買

加持，在市場的位置上也瞬間變得極具競爭優勢。

ZeniMax Media、還是今年買動視暴雪，視為補強內容的一
環。

業界預期，此次收購也許將引發新一輪收購潮，單計
去年便有五筆交易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遊戲公司收購，而

微軟在遊戲發展方面更加積極，包括在2014年以25億
美元收購了瑞典遊戲開發商Mojang。去年，微軟完成對

隨著Amazon、蘋果和Netflix等殺入遊戲市場，短期內或會
有更多類似的行業併購活動。

美國遊戲開發商Bethesda的75億美元收購。國際調查機構
Ampere Analysis遊戲研究總監Piers Harding-Rolls表示，暴
雪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遊戲內容，「與其他媒體行業一
樣，遊戲界也是內容為王。」

微軟全面布局元宇宙
元宇宙被認定為既有網路世界的升級版、虛擬實境的
大集合。自從去年10月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宣
布將公司名稱改為Meta，社群平台的核心業務將轉向結合

遊戲將在元宇宙的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
微軟指出，當前全球有30億人在玩遊戲，遊戲已發展
成為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娛樂形式。擴張元宇宙的商機

工作與娛樂的元宇宙後，所有的科技巨頭都積極爭取這個
大餅。
微軟的元宇宙潛力遠不止於遊戲領域，即使現在把

▲從CBINSIGHTS於2021年2月製作的科技巨頭收購時間表可看出，微軟（綠色）早於2000年開始就持續地收購布
局，且從綠色的圈圈大小，亦可顯示微軟收購金額的大小，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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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視暴雪的業績計算在內，遊戲收入也只佔其年收入

美元收購《天命》和《最後一戰》遊戲開發商Bungie，

的13％。元宇宙可能出現在微軟的各種企業和消費者科

Bungie曾被微軟納入麾下，後分拆獨立，同時《最後一

技業務中，從軟體開發工具到虛擬會議平台再到領英

戰》更是Xbox 剛推出時的殺手級遊戲。
Enders Analysis旗下多名分析師看法認為，目前Sony

（Linkedin），不一而足。
為了部署元宇宙發展，微軟還有另一領先優勢，就是

若要與微軟進一步對抗的話，最好的選擇可能就是收購

VR技術等硬件配備，並早於2017年已投入巿場，其中最

EA，藉此取得更多3A等級遊戲作品，讓PlayStation平台能

新的混合實境裝置HoloLens 2更是用家進入元宇宙的重要

有更大競爭優勢。

配備。該公司龐大且仍在快速增長的雲業務也使其在網絡
規模方面極具優勢。

科技巨頭紛紛布局元宇宙

微軟包山包海的數位產品與版圖，以及本來有的Xbox

為布局元宇宙，自2021年以來元宇宙相關的併購新

遊戲平台加持，收購動視暴雪之後的微軟更可能以此搶下

聞處處可見，包括字節跳動併購了VR新創公司Pico，由

進軍「元宇宙」（metaverse）商機的絕佳衝刺先機。

平台營運商的角色踏入硬體領域，與2014年Facebook併購

正如投資顧問機構Aptus Capital Advisors股票分析師

Oculus的佈局方向如出一轍；Unity也以16億美元取得電影

David Wagner表示：「這次微軟收購暴雪對消費者而言是

Avatar的特效製作公司Weta Digital；而在2022年初Microsoft

一筆重要的交易，更重要的是這確實開始了元宇宙領域的

便大張旗鼓的宣佈以687億美元併購動視暴雪，一舉成為

軍備競賽。」

全球僅次於騰訊及Sony的第三大遊戲公司。
隨著已有MR或VR裝置的微軟（擁有MR產品
HoloLens）、Sony（已推出PSVR），吹響遊戲元宇宙平

SONY也積極布局併購
由於微軟收購動視暴雪後，對旗下遊戲機Xbox的銷
售將如虎添翼，另一遊戲機大廠Sony，也宣布斥資 36 億

台爭奪戰的號角，預料包括Meta、亞馬遜、Google、蘋
果，甚至Netﬂix 將很快加入戰局。 華

2021年以來全球主要大廠元宇宙佈局動態
Roblox於紐約證券
交易所掛牌上市，
其上市公開說明說
中即融入元宇宙概
念

2021/03/11

字節跳動以90億元
人民幣併購VR新創
公司PICO(小鳥看看)
跨入硬體領域

2021/08/29

2021/08/20
MICROSOFT官宣
元宇宙解決方案

MICROSOFT推出
DYNAMICS 365
CONNECTED SPACES、
MESH FOR TEAMS兩款
元宇宙產品

2021/11/02

2021/10/29
Facebook公司更名
為Meta，將投資
150億美元支持元
宇宙內容創作

遊戲開發引擎公司Unity以
16億美元收購電影Avatar
特效公司Weta Digital，
加強元宇宙布局

2021/11/10

MICROSOFT以687億
美元收購動視暴雪，
完成併購後將成為全
球第三大遊戲公司

2022/01/18

2021/11/09

2021/12/09

宣布將以「GPU+CPU+DPU」
的三芯戰略建設元宇宙，並
將Omniverse平台定位為工程
師的元宇宙

Meta宣布對美國及加拿大
18歲以上民眾開放旗下
的VR世界「Horizon
Worlds」

（來源：資誠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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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AR/VR裝置
出貨量上修至1,419萬台
微軟、Meta、蘋果等科技巨頭都正在投入數十億美元，打造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
（VR）硬體和軟體，這些軟硬體都將成為這個新興數位世界的基石。元宇宙中所有場景都需要透過
VR/AR技術與現實世界進行連結，VR/AR裝置可說是目前從現實世界進入元宇宙最重要介面，預期
VR/AR裝置也將在這波元宇宙概念的推波助瀾下優先受惠。
2021年10月，社群網站龍頭Facebook正式更名為

自

加上疫情的因素，更是推升元宇宙發展的另一股重要推

Meta，宣示集團往元宇宙（metaverse）發展的決心

力，迫使大家想方設法嘗試虛擬接觸，包括線上會議、遠

之際，「元宇宙」這個詞就鋪天蓋地的席捲於全球。

端工作等。

雖然30年前就出現「元宇宙」這個詞，但科技的進
步，才促使「元宇宙」成為當今最熱門詞彙。例如，用於

VR/AR裝置是目前進入元宇宙最重要介面

建構虛擬世界的圖像技術，使得遊戲廠商能夠創造出栩栩

目前元宇宙中所有場景都需要透過VR/AR技術與現實

如生又變幻莫測的虛擬世界；網路基礎建設的持續升級，

世界進行連結，VR/AR裝置可說是目前從現實世界進入元

將生動、具有沉浸感的畫面，即時地傳輸到使用者眼前。

宇宙最重要介面。而過去VR/AR產品受限於繁雜設置和昂

▼利用VR進行虛擬實境跳傘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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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貴硬體限制，偏重於醫療、零售、汽車、教育等商業性應

「元宇宙不僅僅是虛擬實境。」元宇宙強調的「沉浸

用，但隨著VR/AR技術在軟硬體上改善，擺脫以往笨重的

感」，須透過一個終端裝置作為入口來實現，AR或是現

攜帶式裝置觀念；加上各家遊戲平台更多元開放，以遊戲

在已經相當成熟的個人電腦、智慧裝置等也都有潛力，只

類為主的消費性應用也將受重視。

是目前VR裝置的技術與應用成熟度，顯然與這一需求完

法人指出，未來隨著獨立VR/AR裝置硬體規格持續發

美貼合。

展外，加上導入AI運算、裝置更輕薄舒適、價格更親民，
同時將搭配更多感測器設計，再搭配成熟5G網路環境降低
延遲，資料傳輸速度更加快，預估遊戲精準度及流暢度升
級，將使未來全球VR/AR裝置成長可期。

微軟利器--HoloLens 2配備+ Mesh
微軟（Microsoft）對於元宇宙的探索，早在2015年
透過Hololens智慧眼鏡，呈現給觀眾一個立體的《當個

元宇宙市場近年成為新興趨勢，相關設備市場規模

創世神》（Minecraft）遊戲世界。最新的混合實境裝置

年成長率達 80％，蘋果等科技大廠都開始布局虛擬實境

HoloLens 2更是用家進入元宇宙的重要配備。此外，也推

（VR）、AR 設備。據估計，Facebook已售出800萬台VR

出新款會議視訊軟體Mesh，讓人們有更真實的沉浸式體

設備Oculus Quest 2，多款VR遊戲的銷售額超過100萬美

驗。未來微軟打算在Mesh導入AI，捕捉人們的聲音、動作

元；外傳蘋果也計畫2023年推出AR/VR頭戴式設備，可以

及手勢，讓3D虛擬化身能更貼切地表達情緒與肢體語言。

想見AR/VR消費市場，將有機會在幾年內出現大躍進。

微軟於1月18日收購美國遊戲巨擘動視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由於透過「遊戲玩家」是擴張元

Meta的VR設備銷售，2021年穩居第一

宇宙的商機與使用者養成的最好方式，因此這次收購，將

Meta很早進軍元宇宙的關鍵硬體設備，2014年即收購

加速微軟遊戲業務於行動、個人電腦（PC）、遊戲和雲端

了VR（虛擬實境）設備技術開發商Oculus。根據研究單

領域的增長，對微軟以遊戲娛樂搶進「元宇宙」商機的巨

位IDC（國際數據資訊）統計，2021年全球VR設備的銷售

大野心，更是一劑威力無比的超級強心針。

中，Meta的Oculus系列市占超過6成，穩居第一。
這要歸功於2020年底推出的Quest 2 VR頭盔，由於價

HTC VIVE 宣布元宇宙大平台戰略 VIVERSE

格親民，加上疫情帶動居家健身風潮，成為全球最熱賣的

專注於VR、AR技術的HTC VIVE自然也抓準這波元宇

VR頭戴裝置。其中《Supernatural》這款VR健身遊戲，就

宙浪潮的契機，在MWC宣布開放元宇宙計畫VIVERSE，

是使用Oculus Quest頭盔，在人們無法上健身房運動的情況

將元宇宙相關的內容彙整在單一開放平台，整合VR、

下大受市場歡迎。

AR、AI、Blockchain與5G等，透過開放方式打造一個標準

2020年，集團更將內部與VR/AR（擴增實境）有關的
團隊統整為Reality Labs（現實實驗室），集團財報獨立列

化環境，未來也將開放給其它硬體設備商，以彙整相關技
術與服務的單一開放平台為目標。

出營收；該實驗室目標打造各種軟硬體工具，協助人們無
論何時何地都能聯繫彼此，顯見他們透過VR/AR拋掉舊社
群網站服務角色的野心。

Sony發表新一代VR頭戴裝置
Sony在VR 虛擬實境裝置也不缺席。Sony互動娛樂在

此外，Meta 的Reality Labs 在 2021 年 11 月中旬公開觸

PlayStation 官方部落格正式揭露了研發中的PS5次世代VR

覺手套開發的最新進展，這款手套歷經7年的開發，可以

虛擬實境裝置「PlayStation VR2（PS VR2）」、專屬控制

在虛擬世界中體驗逼真的觸覺感受，讓VR元宇宙能更接

器「PlayStation VR2 Sense 控制器」，以及一個專為這個裝

近現實。

置設計的遊戲《Horizon Call of the Mountain》，為元宇宙

Meta大動作投入VR領域，但創辦人祖克柏強調，

熱潮增添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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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VR2是針對新世代PS5主機研發的虛擬實境裝置，

2022年AR/VR裝置出貨量上修至 1,419 萬台
目前VR/AR頭顯裝置被視為是現階段進入元宇宙的最

此外還導入全新的眼動追蹤功能，可追蹤使用者視線來進
行注視點渲染（Foveated Rendering），提供焦點、景深等

主要裝置，也因此帶動相關產業新一波的成長。
根據 TrendForce 研究顯示，2022年AR/VR 裝置出貨量

真實視覺體驗，採單一纜線與PS5連接。目標在提供置身
元宇宙時，更高度的沈浸感。

將上修至1,419 萬台，年成長率 43.9％，成長動能來自疫
情增加遠距互動需求，以及Ｍeta旗下Oculus Quest 2壓價策

三星將推出自有擴增實境頭戴裝置
三星電子則將推出擴增實境（AR）設備，並加搭載全

略，Microsoft HoloLens 2和Oculus Quest 2市占分別在AR、
VR居首位。

像投影技術，積極打進元宇宙新興市場，與蘋果、Meta、

TrendForce表示，元宇宙（Metaverse）議題帶動品牌

微軟一同較勁。在MWC 2022展期間，三星新任執行長韓

廠積極布局，刺激產品出貨表現，但目前AR/ VR裝置市場

鐘熙（Jong-Hee Han）透露，可能準備推出一款結合擴增

並未出現爆發性成長， 歸因於零組件短缺問題以及新技術

實境應用的頭戴裝置，藉此銜接元宇宙發展。

開發難度兩大因素。

三星過去曾與Oculus VR（後來被Meta前身Facebook收

考量裝置外觀與體積，使得光學技術難度較高的

購）合作打造配合手機使用的Gear VR，另外也推出搭配

Pancake設計成為高階新產品的首選方案，並搭配眼球追

Windows PC運作的Odyssey HMD VR頭戴裝置，雖然希望

蹤、AR領域六自由度（Six degrees of freedom tracking ，

藉此銜接當時成為主流的虛擬實境應用機會，但最終並未

6DoF）等各種追蹤回饋技術，提升使用者沉浸式體驗，

產生明顯商業模式，因此三星後續也逐漸淡化虛擬實境應

整體皆進一步影響新品開發進程。由於尚未有新品威脅，

用發展規劃。

TrendForce認為，至少要等到2023年才有可能見到其他品

但在元宇宙議題火熱之際，加上競爭對手蘋果一直有

牌廠的產品取代目前Oculus或Microsoft的主流地位。

傳聞準備推出對應擴增實境的頭戴裝置，因此三星可能也

TrendForce預估Oculus在兩年內將推出進階版Quest產

準備藉由自行研發擴增實境頭戴裝置產品，再次佈局虛擬

品，達到700美元等級硬體性能，同樣採取補貼策略，將

視覺應用市場。

產品定價壓到約500美元，屆時高階消費市場規模有望擴
大。商用市場則以千元以上如3,500美元的HoloLens 2為

蘋果AR／VR 頭戴顯示器有望年底亮相

主，由於商用市場更注重硬軟體整合效益，故主導商業系

市場盛傳，蘋果已經完成了擴增實境（AR）和虛
擬實境（VR）頭戴顯示器，在第二階段的工程驗證測
試EVT 2，預定今年底將會推出。Apple VR設備將搭載
MicroOLED面板、M1自研晶片與iOS系統，該設備已與台
積電合作開發完成。蘋果決定使用自己的晶片系統M1作

2019∼2023年全球AR/VR裝置出貨量
(單位:百萬台)
20

18.81

14.19

15

為VR 頭顯的應用處理器，該頭顯將由iOS操作系統提供支
援。

9.86

10

但先前《彭博社》科技記者Mark Gurman指出因為開
發問題影響，Apple蘋果頭戴顯示器可能會延期到2023年

5

4.46

5.01

發布。DigiTimes最新報告也顯示，Apple蘋果頭戴顯示器
即將迎來大規模生產階段，而產品發表時間大約落在2022
年或2023年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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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軟體及平台的廠商更具優勢，蘋果（Apple）也因此

IoT、區塊鏈及3D技術等；隨著VR/AR裝置發展逐漸成

成為AR/VR裝置市場另一焦點。

熟，沉浸式體驗需求提升，而5G網路提升提供高速度和低

TrendForce表示，考量硬體性能要求和毛利率，蘋果

延遲的通訊基礎、高效能運算（HPC）更帶來效能強大的

將可能鎖定商用市場，並採取同HoloLens的定價策略，以

運算系統，使得AI技術可以施展、區塊鏈技術讓虛擬世界

千美元的硬體售價搭配每月訂閱制的軟體方案。整體而

的商業交易更加熱絡。

言，TrendForce認為，Apple、Meta、Sony等今年新品上市

根據彭博資訊資料顯示，預估元宇宙相關商機，至

時間可能遞延，暫不會對整體AR/ VR市場增添明顯的成長

2024年將達8,000億美元，2030年相關產值 更可高達2.5兆

力道。

美元；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也預估，「元宇宙的
經濟規模，終將大過實體世界。」，有一天虛擬世界產值

2026年全球1/4人口．每天待在元宇宙一小時
根據市場分析機構Gartner預測，到了2026年，全世界

將超過實體世界，元宇宙被視為是下一個黃金10年科技產
業的新寵。 華

將有25％的人在元宇宙虛擬世界中待上一小時，包括工
作、購物、教育、社交和娛樂在內。且到2026年，全球將
有30％的組織或公司已經為元宇宙準備好他們產品和服

▼Gartner將元宇宙定義為一個集體虛擬共享空間，結合VR虛擬實境和
AR擴增實境二者，且不限制使用的設備，可透過從平板電腦、頭戴式
顯示器或其他AR/VR裝置進入。

務。
Gartner將元宇宙定義為一個集體虛擬共享空間，結合
VR虛擬實境和AR擴增實境二者，且不限制使用的設備，
可透過從平板電腦、頭戴式顯示器或其他AR/VR裝置進
入。

運用VR裝置進入虛擬世界．乳牛提升生乳產量
以往為了增加乳牛產量，許多人都聽過讓牛聆聽古典
音樂，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在乳牛身上試用VR科技，
也提升產量。
土耳其酪農伊澤特．科賈克（Izzet Kocak），由於受
限於空間限制，無法採用放牧方式飼養，只能將牛隻關
在牛舍中。但透過讓乳牛戴上VR眼鏡，欺騙乳牛讓牠們
以為自己身處一個美麗的遼闊草原，結果使用VR裝置的
乳牛們，乳牛產量從每天22公升增加到27公升，提升超過
2成產量，且牛群的焦慮減少，也導致生乳品質比以往更
好。

元宇宙被視為是下一個黃金10年科技產業的新寵
元宇宙生態圈包含了入口的各類平台應用如遊戲、社
交媒體、影音及電商等；終端設備的硬體如AR/VR裝置；
以及核心技術及基礎建設如晶片、AI、5G、雲端運算、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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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推數位服務法
消費者有不被追蹤的權利
美國及歐盟在今年初相繼推出《禁止廣告追蹤法案》（Banning Surveillance Advertising Act）與
《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讓科技巨頭的數位追蹤服務面臨巨大變革。
對Meta、Google、亞馬遜等大型業者的網路服務平

月20日獲得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以530張贊成

台陸續出現有害內容傳播，以及廣告行為侵犯使用

票通過，將禁止某些「目標廣告」（targeted ads）。日後

者隱私情況，歐盟議會以530票比78票投票結果，通過全

違反政策的企業，可能會被罰款高達全球收入 6％。此法

新《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預計在明年開

可望於2022年底前正式上路。

針

始實施。

該法案旨在建立一個更安全的數位空間，要求平台持

科技業者在利潤驅動下，靠著追蹤及剖析用戶行為歷

有者及時刪除非法和有害的內容，包括線上市場、社交網

史、關係和身份的途徑，來為其展示高相關度的內容，

路、內容共享平台、App Store 等數位商店以及其他線上服

以取得用戶好感，再為他們提供更多具不同相關程度的

務都在管轄範圍內。

廣告，或挖掘更多用戶數據所發展出來形之有年的網路廣

此項新法將更嚴格規範諸如Google、Facebook等大型

告模式，助長了虛假資訊、歧視及濫用隱私等許多網路問

網路服務平台，並且要求這些平台背後業者必須承擔更多

題。

責任與義務，不能僅以平台提供者身分規避責任。

歐盟《數位服務法》通過

89％歐盟成員國政府網站有第三方廣告追蹤機制

歐洲《數位服務法》（ Digital Services Act）草案在1

根據符合歐盟GDPR法令與ePrivacy的線上追蹤及

▼歐盟《數位服務法》將更嚴格規範諸如Google、Facebook等大型網路服務平台，並且要求這些平台背後業者必須承擔更多責任與義務，不能僅以平
台提供者身分規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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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解決方案的丹麥業者Cookiebot指出，有超過89％歐

重要媒介，同時也帶來全新發展機會，但相對也產生更大

盟成員國政府網站含有來自第三方的廣告追蹤機制，而

問題與風險，因此希望能透過專法規範網路平台，確保一

這些第三方業者的數量多達112家，當中掌控著YouTube、

般人使用網路內容時的權益。

DoubleClick與Google.com前三大廣告追蹤服務的科技業者
則是被喻為「追蹤之王」的Google。

《數位服務法》預計最快會在明年開始實施，預期會
讓平台業者從目前開始有足夠時間調整服務，以利符合新
法規範項目。

禁用「暗黑模式」（Dark Pattern）誘導使用者
共享數據

美國提出《禁止廣告追蹤法案》

根據該草案，將禁止 Google、亞馬遜、臉書等數位平

美國民主黨籍眾議員Anna Eshoo、Jan Schakowsky以及

台把消費者的性取向、種族、宗教等個人敏感資訊用在目

參議員Cory Booker在2022年1月18日共同提出《禁止廣告

標廣告上，而平台也必須讓使用者可以輕易地選擇不被數

追蹤法案》，該草案內容規範「廣告商不得以個人或連接

據追蹤。此外，草案也禁止針對未成年人投放目標廣告，

設備的名單、個人的聯繫資訊、可用於識別個人或連接設

並禁用「暗黑模式」（Dark Pattern）來誘導使用者共享數

備的獨特標識符號，以及其他可用於識別個人或連接設備

據。如果業者違反《數位服務法》，可能會面臨到被處以

的個人資訊，作為廣告傳播的目標」。

其全球收入6％的罰款。
所謂的暗黑模式，是透過產品介面設計讓使用者不知
不覺地掉入陷阱。例如：註冊新會員後，官網會透過一

此法案將禁止使用個人數據來定位廣告，還將禁止廣
告商基於「受保護的類別信息，例如種族、性別和宗教，
以及從數據經紀人處購買的個人數據」來定位廣告。

系列問句詢問使用者後續互動意願，第一個問句通常是

該法案內容更授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州檢察長

否定陳述的「我不要收到廣告資訊」，引導使用者勾選

重新審視和訂定新的網路廣告規則，若個人用戶使用

「是」；但接下來的第二個問句，卻往往巧妙地切換成正

Facebook和Google等平台發現有違規行為時可提起告訴，

面陳述，變成「我想要接收新產品訊息」，讓使用者在未

個人用戶可獲得5,000美元的賠償。

詳細確認之下，就糊裡糊塗地勾選「是」。或者是免費試

谷歌已是全球最大的廣告商之一，反對國會正在考

用期一到卻很難找到取消訂閱的管道等，技巧性引誘使用

慮的一系列擬議法案和法律修改，包括《禁止監視廣告

者做出違反自由意志的行為。

法》。谷歌和母公司 Alphabet 的全球事務總裁兼首席法務
官Kent Walker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新法律可能會「破壞」

數位廣告內容加上隱私保護規範
針對數位廣告內容也加上隱私保護規範，將讓使用者

谷歌搜索、地圖和 Gmail，「使它們變得不那麼有用和不
安全，並且損害美國的競爭力。」

拒絕被廣告投放系統追蹤時，必須要能像最初同意追蹤個
人隱私時一樣簡單。

全球網路廣告行銷生態與電商經營模式的重大影響

此外，一旦使用者不同意追蹤個人隱私數據時，平台

目前這兩項法案仍有許多內容須調整，但也預見長期

推送廣告內容必須以隨機廣告內容取代目標式廣告。另

慣用行為定向廣告的方式終需改變。這將會是繼美國蘋果

外，包含任何影響使用者原本意願的內容也將被禁止，例

公司2021年更新iOS隱私政策，衝擊Facebook及Google等公

如必須同意接受郵件廣告，才能順利註冊成為會員，或是

司廣告業務後，取得線上消費者資料將更加困難，跨國大

難以找到試用期結束後的取消訂閱選項等設計，都會是

型平台科技業者如Facebook和Google多年來的數位追蹤服

《數位服務法》規範禁止項目。

務恐將徹底改變，預期對全球網路廣告行銷生態與電商經

歐盟議會表示，由於網路平台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互動

營模式造成重大影響。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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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加緊管控
博彩業
為加強對澳門這個全球最大博彩市場的監管，澳門政府在博彩法修訂草案中，計劃發放最多六
張博彩牌照，牌照期限最長13年，並限制取得牌照公司或其屬控權股東的公司的上市流通股比例。
此外，草案概述了政府對賭場運營商控制的收緊以及對貴賓廳博彩中介的限制措施。這將是中國博
彩中心20年來的最大改革。
門的博彩產業年營收，早已超過拉斯維加斯，成為

澳

幣，占澳門公共財政收入比例從36.8％提升至80.1％，帶

全球第一的博弈市場。澳門博彩合法化起源於澳葡

動澳門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博彩業也提供澳門居民大量的

政府，經過170餘年的發展，2013年在全球資金寬鬆的背

就業機會，相關從業人數保持在總就業人口的26％以上。

景下，澳門博彩業收入達到歷史高峰3619億澳門幣，之後
有中國官方打貪、監管趨嚴，貴賓業務收入縮水，博彩

六張賭牌將於今年6月26日到期

業收入結構進行調整；2020年則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

20年前，被壟斷的澳門賭場行業決定對外開放。2002

響，2020年下半年，隨著中國疫情得到控制、澳門博彩業

年，澳門政府開放賭權，結束澳門博彩一家獨大的局面。

也逐漸復甦。

2003年，澳門特區政府批准現有三張博彩執照一拆為二，
讓澳門博弈產業的家數從三家倍增為六家。
目 前 的 六 張 賭 牌 中 ， 有 三 張 在 永 利 渡 假 （ Wy n n

博彩稅收占澳門公共財政收入8成
博彩業對澳門經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澳門博彩稅

Resorts Ltd., WYNN）、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MGM

收由2000年的56.47億澳門幣提升至2019年的1127.1億澳門

Resorts International, MGM）以及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股份

▼澳門的博彩產業年營收，早已超過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第一的博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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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Las Vegas Sands Co., LVS）這三家拉斯維加斯
賭場運營商各自的子公司手裡，其餘三張在澳門本土賭場
運營商手中。這六張賭牌將於今年6月26日到期，政府將
進行重新招標。

中國博彩中心20年來最大改革
為加強對澳門這個全球最大博彩市場的監管，澳門政
府在1月底公布修訂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的草案，概述政府
對賭場運營商控制的收緊以及對貴賓廳博彩仲介的限制措
施。這將是中國博彩中心20年來的最大改革。
這項法律草案稱，修訂該法律旨在確保澳門的博彩經
▲由於目前澳門博彩市場發展已更加成熟，正在籌備的發展項目亦不

營在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進行，並配合澳門打擊跨

多，相信10年的牌照限期足夠，亦與新加坡當地新牌照期限一致。

境非法資金流動，預防洗黑錢並遏制犯罪影響。

期。由於現有賭牌將於今年6月26日到期，時間緊迫下，
相信政府或會延長牌照6個月，以確保有充足時間在今年

維持六張賭場牌照，但有效期縮為10年

底完成整個程序。

根據澳門公布的博彩法修訂草案摘要，澳門最多將發

高盛又指出，由於目前澳門博彩市場發展已更加成

放六張賭場牌照，有效期為10年，在例外情況下可再延長

熟，正在籌備的發展項目亦不多，相信10年的牌照限期足

三年。博彩仲介必須從澳門經濟財政司處獲得賭牌，而且

夠，亦與新加坡當地新牌照期限一致。同時亦注意到，

只能與一家賭牌持有人合作，禁止轉讓。這將維持現有的

澳門新的博彩牌照將於 2032 年（或 2035 年若包括 3年延

賭牌數量不變，但新賭牌的有效期比原來縮短了一半，原

期）到期，將與中央計劃到2035年實現非博彩經濟多元化

本有效期為20年。此外，賭場運營商的賭牌可能因國家安

的城市發展目標相匹配。

全或澳門安全方面的原因被吊銷。

內地遊客是澳門最大的收入來源
提升澳門本地人任常務董事佔股比至15％

根據澳門政府旅遊局的數據，2021年抵達澳門的人數

為了提高澳門本地人的持股比例，澳門政府草案要求

是770萬人，比2020年多出30％，但是比新冠疫情前仍低

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出任的董事的占股比例由之前規定

了80％。數據顯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佔91％，比前一年

的10％升至15％。公司必須將資本金額提高至50億澳門元

增加48％。

（約合6.24億美元），以確保有足夠的財力。草案還對博

中國內地禁止賭場賭博，而內地遊客是澳門最大的收

彩仲介行業，也就是負責招攬貴賓廳玩家、向這些玩家放

入來源，且支出水平遠高於其他地方的遊客。大賭客的高

款並收債的中間人網絡，施加了新的限制。草案稱，第三

額賭注讓主要依賴博彩收入的澳門成為全球人均GDP最高

方貴賓廳玩家招募者也將被禁止在賭場內開設專用房間或

的地方之一，促使澳門博彩收入在2006年超過了拉斯維加

與賭場運營商達成收入分成協議，只允許賺取佣金。

斯大道（Las Vegas Strip）。10多年來，澳門博彩收入讓
拉斯維加斯相形見絀。澳門在2019年賺取相當於360億美

可能由六個博彩營運商繼續營運至2032或2035年

元的博彩收入。隨著疫情來襲，這一數字猛烈下降，2020

高盛根據草案提出報告指出，相信較大機會由目前六

年的博彩收入驟降至75億美元，到2021年略有恢復，達到

個博彩營運商繼續營運，直至2032或2035年新牌照條款到

108億美元，仍然比疫情之前的博彩盈利少了70％。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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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肥胖地圖
讓各國胖瘦現原形
數據網站Our World in Data公布的「世界肥胖地圖」顯示，太平洋島國諾魯（Nauru）的肥胖率
高達60.7％，奪下世界第一胖，越南只有2.1％，是最低的國家。各國也提供稀奇古怪的減肥誘因，
希望國民身體健康，不要因為肥胖壓垮了醫療。

的。2016 年，超過37.3％的美國成年人屬於肥胖體質。

據數據網站Our World in Data在二月公布的「世界

中東地區是另一個肥胖盛行之處，科威特的肥胖率高達

肥胖地圖」，太平洋島國諾魯（Nauru）的肥胖率

37％，沙烏地阿拉伯為35％。

根

高達60.7％，奪下世界第一胖。其次是庫克群島（Cook
Islands）55.3％、帛琉（Palau）54.9％、馬紹爾群島

低肥胖率國家大多位於東南亞、南亞及非洲

（Marshall Islands）52.4％和吐瓦魯（Tuvalu）51％的肥胖

透過肥胖國家地圖，可以看到低肥胖率國家大多位於
東南亞、南亞及非洲。越南2.1％排在最後一位，其次是

率。
大洋洲小島國的國民體重超重，是因為這些小島在二
戰之後曾先後成為澳大利亞、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國家的

東帝汶2.9％，孟加拉、柬埔寨和衣索比亞分別為3.4％、
3.5％、3.6％。中國肥胖率也不高，只有6.6％。

殖民地，帶來的飲食及社會變化，使這些小島的肥胖率逐

2016年近四成人的體重不合格

漸上漲。

整體來說，在2016年，全球13％的成年人屬於肥胖，
39％屬於超重，將近四成地球人的體重不合格。全球有五

美國、中東地區的肥胖指數超過37％
美國雖然不是全球胖子最多的國家，但比例也挺高

分之一的兒童和青少年超重。這份統計是依據世界衛生組
織（WHO）公布的最新

Death rate from obesity, 2019

數值（2016年）所進行

Premature deaths attributed to obesity per 100,000 individuals. Obesity is defined as having a body-mass index
(BMI) ≥ 30. BMI is a person's weight (in kilograms) divided by their height (in meters) squared.

的分析。肥胖的定義則
為體重指數等於或大於
30，超重的定義為BMI
等於或大於25。
根據Our World in
Data 的分析，各國成
年人肥胖的比例，與收
入高低或成正比。在歐
洲、北美和大洋洲的較
富裕國家，肥胖症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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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往往更高。南亞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肥胖

Source: IHM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Note: To allow comparis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this metric is age-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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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要低得多。

全球8％的死亡由肥胖造成

女性腰圍不得超過90厘米（公分），如果超過了，企業會

根據Our World in Data數據研究，2017年有8％的死亡

受到高額的罰款，其實就是減少「中年肥胖」的發生。在

是由肥胖所引起的，而1990年的這個數值僅為4.5％。此部

日本只要兩類人不受這個法規要求，一種就是無業者，一

分是依據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GBD 2019）結果，以

種就是相撲選手。之所以捉得這麼嚴，是因為日本政府要

及美國西雅圖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2021年資

在7年內將肥胖人口減少25％左右。這也難怪在已開發國

料。

家中最大的異常數值是日本和韓國，只有大約5％的過早

在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特別在東歐、中亞、北非和

死亡歸因於肥胖，每10萬人中有14人死亡和20人死亡。

拉丁美洲），2017年，超過15％死於肥胖。在大多數高收
入國家，這一比例介於8％到10％之間。富裕國家中最大

只吃新鮮食材 少吃加工製品

的異常值是日本和韓國：只有約5％的過早死亡歸因於肥

相比西方國家，日本人並不愛運動，也普遍沒有健身

胖。在低收入國家—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肥

習慣，為何能成為肥胖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可以參考日本

胖導致的死亡人數不到 5％。

人的生活習慣，發現沒有足夠時間做運動的女生也能輕鬆

從2019年全球肥胖死亡率的世界地圖來看，斐濟

瘦下來。

（FIJI）每10萬人有319人因肥胖而死亡，排名世界第一。

日本人推崇新鮮食材，食材不會多加調味料醃製，生

「全球最胖國」諾魯（Nauru）排名第二，每10萬人有302

魚片是他們常吃的方式。而且他們對飲食非常重視，傳統

人因肥胖而死亡。

的日式料理中，是調味料不能蓋過食材的味道，家常料理
大多都只採用醬油、味噌、醋、味醂等作簡單調味，少油

稀奇古怪的各國鼓勵減重策略
生活富裕程度已經超越地球平均水準的杜拜，為了控
制國民的肥胖率用盡心思，在2013年7月祭出「減肥換黃

少鹽的烹調方式大大減低料理的熱量，加上普及的便當文
化，無論是學生或是上班族都會自攜便當，減低外出進食
的機會。

金」措施，每年舉辦一次，而且還不限身份國籍，減掉1
公斤，就送你一克黃金，條件是至少甩肉2公斤。

打賭減肥App，用戶下注成功瘦身獲獎金

為了降低國民的肥胖率，2016年年初，墨西哥城推出

如果真的沒有動力減肥，也許可以參考美國這個減肥

深蹲10次換地鐵票的政策。在墨西哥城21個地鐵站入口設

app。美國一間健康管理公司Healthy Wage日前推出一款減

置了30座健康小站，只要站上去做10個深蹲，機器就會自

重App，利用獎金激發人們的瘦身企圖心，這項商機因疫

動識別和檢測，最後就可以獲得一張免費的地鐵票。另

情各國實施封鎖政策崛起，據稱過去一年共發出1700萬美

外，墨西哥還對含糖飲料企業收重稅，目的是為了減少軟

元給成功瘦身的參加者。民眾一開始需投入固定金額，並

飲料生產，控制民眾的肥胖率。

設下預定的減肥時程與目標體重，若在時間內達成減重目

在2010年，美國就通過了新政策，針對員工肥胖問

標，就能拿回投注金額，並獲得高額獎金。

題，企業可以實施懲罰性措施。如果員工血壓、膽固醇、

根據《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2018年一項研

體重等未達標，自己又不改善生活習慣，就有可能被罰

究，證實金錢獎勵措施對減重具有顯著影響。Healthy

款。

Wage則統計，人們註冊App後的減肥拿獎金成功率，
已逐年提高25％至35％，共同創辦人大衛（David

日本和韓國，只有約5％過早死亡歸因於肥胖
日本有一個特殊的法規，要求企業每年要對40-75歲的
員工進行腰圍檢查，男性腰圍不能超過85厘米（公分），

Roddenberry）也表示，App替單純減重行為提供額外的社
交和金錢誘因，人們應該採取這種方式來保持健康。由於
涉及博弈，該款App在部分國家未合法上架。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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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府推娛樂大麻合法化
搶食百億美元市場
德國已於2017年通過醫用大麻合法化，但去年新上任的「紅綠燈聯盟」更承諾大麻全面合法
化。此舉可增加預算、提升使用安全與打擊黑市，還能搶食荷蘭的大麻觀光產業。一旦娛樂用的大
麻獲得合法化，德國可能成為世上最大的大麻市場。
到荷蘭時，不少人會聯想到大麻。但德國人風靡

提

盟」新施政方針中，其中一項引發年輕人熱議的政策就是

程度一點也不遜色，由德國社民黨（SPD）、綠黨

「大麻全面合法化」，德國早在2017年就通過醫用大麻合

（the Greens）與自由民主黨（FDP）組成的「紅綠燈聯

法。據德國媒體報導指出，一旦德國正式通過娛樂用大麻

▼阿姆斯特丹大麻博物館，為遊客提供大麻出售，購買以及其用途

合法化，不只能增加預算與就業、提升使用安全與打擊黑
市，還能搶食阿姆斯特丹的大麻觀光產業。

的資訊。

德國大麻產品早已無處不在
據報導，德國的大麻消費者多年來一直要求合法化。
德國民眾使用大麻是合法的，但在多數情況下，持有及銷
售屬非法行為，違法可能面對高額罰金，或甚至被判最高
5年徒刑。然而，透過不完全合法（less-than-legal）的手
段，大麻產品早已無處不在。
考慮到現有充分證據顯示，娛樂用大麻合法化其實是
一條最有效的途徑，在抑制黑市之餘，還能讓不賣未成年
消費者的守法藥局取而代之，因此「紅綠燈聯盟」協議承
諾大麻合法化，以確保大麻產品的安全並保護孩童。
協議同時提及，藉由減少相關警務需求而節省下來的
預算中，有部分會再投入成癮治療的資源，並在大麻合法
化實施4年後審核相關影響。
儘管反對者強調大麻是入門級毒品，會危害身心，但
合法化支持者則提出一些論點，像是有助司法機關消化無
數持有大麻被告的案件，合法化後分銷的大麻品質也將更
容易獲得控制。
目前，德國將如何推行該政策仍不明確，只明言「將
允許在有執照的商店裏向成年人有控制地銷售用於娛樂目
的的大麻」。儘管立法時間表並不明確，專家認為相關法
案可能在兩年內推出。至於是否允許大麻在藥店以外的商
鋪販賣、大麻生產和加工的門檻多高等仍屬未知，政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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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給出推行立法的時間表，不過投資者和商家已經開始
採取行動。

盧森堡在去年10月宣布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允許18
歲以上成年人使用、在家種植最多4株大麻，政府已經批
准但尚未立法。根據盧森堡新法，將開放18歲以上成人

德國大麻需求市值將達40億歐元
去年11月，德國杜塞道夫大學（Heinrich Heine

合法使用，允許交易大麻種子，每家戶最多可種植4株大
麻，也不會限制大麻的精神活性成分（THC）。

University Düsseldorf）的經濟學家Justus Haucap發佈研究，

此外，馬爾他也在去年底通過大麻合法化，成為歐洲

結果發現德國大麻的年需求量將達到400噸，如果以每克

首國允許成人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國家，義大利今年更打

平均10歐元的價格出售，市場價值將達到40億歐元。此

算就是否將大麻合法化舉行全民公投。

外，也將減少執法系統每年15億美元的支出，也能創造
27000個新的就業崗位。

美國有約16個州已通過娛樂用大麻在州內合法化。南
非、喬治亞與墨西哥等國則是透過憲法法院判決的方式，
將大麻使用部分合法化。

阿姆斯特丹若沒有大麻觀光，每年損失100億美
元收入

德國將成全球最大大麻市場

在歐洲，許多人下意識將大麻跟荷蘭連結在一起。在

數據顯示醫用合法化之後的德國已成為歐洲最大的

荷蘭，大麻店稱之為「coffeeshop」，「café」才是指咖啡

大麻市場，2020年就賣出價值1.54億英鎊的高四氫大麻酚

店。大麻店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大賣點。

（THC）產品給重病患者緩解疼痛。一旦娛樂用的大麻獲

技術上而言，在荷蘭購買大麻並不是完全合法。荷蘭
對大麻採行寬容政策，1976年起，持有5克以下大麻不會

得合法化，擁有8300多萬人口的德國可能成為世上最大的
大麻市場。 華

構成刑罪，但是只能在合法的大麻店購買，對於使用場所
也有規定。但首都阿姆斯特丹則有著悠久的大麻觀光文

▼德國早在2017年就通過醫用大麻合法。

化，coffeeshop讓消費者體驗High的感覺，進而刺激當地旅
遊文化。
荷蘭全國約有570家大麻店，不同城市有不同規範。
阿姆斯特丹的大麻店數量占全國約三分之一，每年則有
2000多萬名主力為歐盟國家的旅客湧入阿姆斯特丹。荷蘭
銀行（ABN Amro）估計，要是失去大麻觀光，當地就準
備損失每年高達100億美元的收入。

多國紛紛通過大麻合法化
烏拉圭與加拿大分別於2013年和2018年成為世上第一
個與第二個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國家。泰國則已於2018年
成為第一個將大麻合法化並用於醫療用途和研究的東南亞
國家。
泰國「毒品管制委員會」也在今年一月表示「將從毒
品名單中刪除大麻」，同時為允許民眾在家中種植大麻鋪
路。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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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困境
日本京都十年內面臨破產危機
由於日本鎖國措施讓觀光收入大減，京都市受到疫情衝擊，市長門川大作更在去年發表宣言，
透露京都市負債已達到1兆6千億日幣，若不進行財政改革，恐將成為繼北海道夕張市後，全日本第
二座破產的城市。
元794年日本天皇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自此京都

西

的神社、大學和寺廟，稅收相較其他縣市短少許多，導致

成為京都人自慢的千年古都。京都也是2020年生活

財政支出相當龐大，因此京都一直高度仰賴遊客支出。即

旅遊雜誌《康泰納仕旅遊者》（Condé Nast Traveler）所舉

使很多年輕人想在京都工作，但找不到好工作或事業，所

辦的年度讀者票選活動中，「最佳大城市」的第一名。

以最後都被迫搬到其他地方尋找工作。這些既存問題再受
疫情影響，才導致京都市破產危機的發生。

2021年京都遊客大減 88％
然而在疫情的影響下，觀光產業是最嚴重的受害者，

京都建築物有嚴格的高度限制

讓許多仰賴旅遊業的國家或城市財政不堪一擊。2019年日

此外，為了維護古都景觀，京都的建築物有嚴格的高

本3,100萬人次海外旅客中，有800萬人來到京都。但根據

度限制，最高不能超過31公尺。但批評人士認為，京都應

日本旅遊局的數據，2021年只有245,900名外國遊客抵達日

該放寬禁止建造高於31公尺建築物的建築立法，在歷史中

本，比疫情前水平下降99.2％。來到京都的遊客更是大減

心建築物最高只能有15公尺。京都市議會議員則鎖定京都

88％。

站周邊地區，認為可能是一個可以開發並吸引新商業投資
的地方。

京都可能在十年內面臨破產
京都市長門川大作去年發出警告，如果沒有旅遊收

避免重蹈夕張市覆轍

入，京都可能在十年內面臨破產。京都本財政年度的赤字

儘管收入減少，但當地居民似乎習慣沒有遊客的生

徘徊在4.4 億美元左右，如持續這種趨勢，到2025年，年

活，現在不確定是否希望他們回來。當地人表示，京都不

度赤字可能達到23億美元。

是特別大的城市，所以太多外國遊客對公共交通等資源施

京都財政長期以來有許多致命缺失，包括為了維持景

加壓力。

觀高樓少，不課稅的寺廟、大學又多，不動產稅收不足，

北海道的夕張市，可說是京都市的前車之鑑，因為煤

福利政策支出龐大，市營地下鐵長期虧損，嚴重影響市府

礦興盛的夕張市，人口一度達到12萬，卻因為煤礦業沒

財政運作，原本勉強可以靠1年5000萬觀光客帶來的收益

落，加上當時政府為了拚觀光，大興土木蓋飯店、渡假

支撐財政，偏偏疫情爆發，觀光客進不來，更成為壓垮京

村，卻沒有吸引遊客上門，讓夕張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

都財務危機的最後一根稻草。

甚至在2007年，成為日本唯一宣布破產的城市。
京都的財政問題一直存在，但疫情只是壓死駱駝的最

稅收少、福利多
京都的稅收基礎薄弱，因為40％的人口是學生或65 歲
以上的人，他們幾乎不納稅。京都市也存在大量不課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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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根稻草。市府目前彙整的改革方案包括，修正包括將
敬老票對象年齡提高等市民服務項目，未來將基於市民意
見做最後決定。 華

英國超巿為減少浪費
不再標示牛奶有效期
英國六大連鎖超巿之一「莫里森」（Morrisons）宣布，自1 月 31 日起，自有品牌牛奶將不再標
示「有效期（Use By Date）」，改為標示「最佳賞味期（Best Before）」，鼓勵消費者以嗅覺判斷
牛奶品質，希望減少浪費。
國最大的超市之一莫里森（Morrisons），將從1月

英

31日起取消90％的自有品牌牛奶的「有效期（Use

By）」，並鼓勵其客戶使用嗅覺方段，以幫助減少家中的
食物浪費。

此外，在這些食品和飲料產品中，牛奶的碳足跡最
大。一升牛奶最多可產生4.5公斤的二氧化碳。
莫里森是第一家做出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改變的公
司，若其成功，其他的零售商也可能效仿。這不是這家超

牛奶包裝將顯示「最佳賞味期（Best Before）」日

市巨頭第一次放棄按日期使用。2020年，該零售商還取消

期，向顧客指示他們應該在什麼時候飲用，以獲得最佳口

了一些自有品牌酸奶和硬奶酪的按日期使用，以杜絕浪

味。與其他一些新鮮產品不同，在「最佳賞味期」之後飲

費。

用牛奶不是食品安全問題。

根據數據公司Kantar的數據，Morrisons是英國第四
大超市，僅次於Tesco、Sainsbury's 和Asda，市場份額為

建議用嗅覺來檢查牛奶是否可飲用

10.4％。

Morrisons 將改為鼓勵其客戶使用簡單的嗅覺測試來檢
查他們的牛奶是否仍然可以飲用。莫里森資深牛奶採購員

賞味期限愈近愈便宜．日本實驗盼減少食物浪費

古德說：「牛奶被無端丟掉是浪費農民心血，也造成不必

日本東京一間超市將進行一項實驗，根據食品「賞味

要的碳排放。高品質牛奶如果存放在良好環境，在有效期

期限」剩餘長短來訂定售價，以檢視這種作法是否有助減

過後幾天仍可安全飲用。」

少食物浪費。這項實驗針對賞味期限各異的相同商品，最

莫里森說，顧客應該把瓶子放在鼻子上檢查牛奶。如
果它聞起來很酸，那麼它可能已經變質了。如果它已經凝
結並形成了塊狀，就不應該被使用。牛奶的壽命可以通過
保持涼爽和盡可能關閉瓶子來延長。

多設定4種不同價格，並分別貼上ABCD四種標籤，愈接近
賞味期限的商品價格愈便宜。
例如一款麵包的售價會分成A標籤的174日圓（賞味期
限到1月13日）、B標籤的195日圓（賞味期限到1月14日）
及C標籤的217日圓（賞味期限到1月15日），希望藉此減

英國每年浪費約4.9億品脫的牛奶
根據廢物和資源行動計劃 （the Waste and Resources

少剩餘食物，降低食物浪費的狀況。這項實驗商品包括甜
點、麵包及豆腐等16項。

Action Programme ,WRAP）慈善機構的數據，牛奶是英國

在日本，賞味期限意指食品最佳食用期限，而非有效

第三大浪費的食品和飲料產品，僅次於土豆和麵包，每年

期限。長期以來，許多還能吃的食品因為超過賞味期限而

浪費大約4.9億品脫（pints）。這意味著大約7％的英國牛

被丟棄，形成嚴重浪費。

奶總產量被浪費了。它還估計8500萬品脫的牛奶浪費可能

日本政府農林水產省推估，2019年度日本國內企業

是由於客戶遵循「有效期」標籤造成的，儘管研究表明它

丟棄的食物高達309萬噸，因此減少食物浪費成為重要課

可以在日期後幾天使用。

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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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申請
把Espresso列入世界遺產
繼2017年那不勒斯披薩手藝被列為聯合國「無形文化遺產」後，義大利政府近日向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提出申請，希望義式濃縮咖啡（Espresso）不僅僅是飲品，也享有世界遺產地
位。
威尼斯到西西里島，義大利人每天喝下大約 3000

從

該組織致力保障及推廣正宗Espresso，對完美的

萬杯濃縮咖啡，裝在瓷杯或小玻璃杯中，加或不加

Espresso有嚴格規範，包括須使用經認證的混合咖啡及設

牛奶。對他們來說，這不僅是一種孤獨的享受，也是一種

備，且得由持專業證照的咖啡師來沖煮。根據該組織的定

歡樂的時刻。

義，正宗Espresso上頭的泡沫（crema）必須是均勻的，且
「在不攪拌的情況下持續至少120秒」，口感上，義式濃

Espresso是一種真實的儀式
義大利政府近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

縮咖啡必須是濃郁的天鵝絨般的，帶有適量的苦味，顏色
應介於淡褐色與深褐色之間，能反射出黃褐色澤。

出申請，希望義式濃縮咖啡（Espresso）不僅僅是飲品，
也享有世界遺產地位。義大利農業部副部長Gian Marco
Centinaio宣稱，Espresso是一種真實的儀式，凸顯義國有別
於其他國家的社會風貌。

在3月31日之前須提交
兩年來，義大利第二次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申
請，希望該機構將濃縮咖啡列入其文化習俗和非物質遺產

喝Espresso的文化，為義大利人創造相遇的社交場

表現形式的官方清單。義大利農業、食品和林業政策部一

域，使人們聚集交流，大談政治與足球，亦成為吐苦水、

致批准了該申請，如果義大利國家教科文組織委員會同

化解恩怨、還債的管道，甚或是約人聊天的好藉口。

意，則必須在3月31日之前，將其送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義式濃縮咖啡的歷史，可以回溯至19世紀末，1884

總部作出最終決定。

年，杜林人 Angelo Moriondo 為第一台濃縮咖啡機申請
了專利，但他們的大規模生產背後卻是米蘭人 Desiderio

義大利豐富的文化遺產

Pavoni。當時這款飲品在在義大利城市杜林（Turin）誕生

許多義大利文化傳統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

後，Espresso 很快在該國從北到南變得非常流行，其細微

包括那不勒斯披薩藝術、西西里木偶劇院、地中海飲食和

差別因地區而異：或多或少拉長，或多或少濃郁。自此成

克雷莫納（Cremona）的小提琴製作。去年，聯合國教科

為義大利國家認為「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文組織將義大利松露狩獵和提取列入其名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寫道：「松露狩獵涉及與自然生態

Espresso市場每年創造超過40億歐元

系統管理和狗與松露獵人關係相關的廣泛技能和知識（關

義大利為了保護以及推廣濃縮咖啡，自1998年成立

於氣候、環境和植被）。 」、「這些知識是通過口頭傳統

「義大利濃縮咖啡研究所」。根據義大利濃縮咖啡學院，

傳遞的，包括反映當地文化特徵的故事、寓言、軼事和表

Espresso市場每年創造超過40億歐元（45.4億美元）的經濟

達方式，並在松露狩獵社區中營造團結感。」

價值，且逾九成的義大利人每天喝一杯Espresso。

無論義大利濃縮咖啡是否成為義大利傳統的官方象
徵，它仍是許多義大利人每天的首選。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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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每人每天
滑手機4.8小時
依據《App Annie 》1月公布「2022年行動裝置市場展望」報告，在2021年全球用戶花了 3.8 億
個小時在行動裝置上，每人平均每天會花 4.8 小時在應用程式上，比 2019 年提升30％。大約下載
2,300億個應用程式、花費1,700 億美元。
情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遠程、移動的服務彌補

者支出來看，前五名上榜的是TikTok、YouTube、Tinder、

了空間的差距，形成新常態。市場調查機構《App

騰訊視頻和Disney+ 。

疫

Annie 》（已於今年二月更名為data.ai）於一月公布「2022
年行動裝置市場展望（STATE OF MOBILE 2022）」報

2022年，TikTok活躍用戶有望超過15億

告，疫情大流行催化了民眾對行動裝置的依賴性，2022年

依據報告資料，到2022年，TikTok的活躍用戶有望

將轉型注重數位社群、混合式工作模式、掌上娛樂的經濟

超過15億。TikTok是增長最快的社交應用之一，在短短

模式。

34個季度內，月活躍用戶數就將達到15億。WhatsApp
Messenger自推出以來，用了41個季度才達到同樣的MAU

每人平均每天花 4.8 小時在滑手機

水平而預計TIkTok的速度會快7個季度，也就是1.75年。

根據報告，在2021年全球用戶花了3.8億個小時在行
動裝置上，每人平均每天會花4.8小時在應用程式上，比

在2022年，隨著Pinterest和Temple Run2加入，10億下
載量俱樂部成員將從20個應用擴展到22個應用。

2019年提升30％。大約下載了2,300億個應用程式、花費了
1,700 億美元。

年齡層不同，使用社交軟體也不盡相同

平均 7 成用在社群軟體、照片及影音類應用程式

Instagram、TikTok、Snapchat 和 Netflix 這幾款 App；1980

在美國市場，1995年之後出生得 Z 世代最常使用

隨著行動裝置使用愈來愈廣泛，廣告商也逐漸轉向行

年至2000年出生的千禧世代偏好 Facebook、Messenger、

動裝置廣告，據統計廣告商在2021年的行動廣告支出超

Amazon及WhatsApp，至於1964年至1980年出生的X世代則

過2,950億美元，而《App Annie 》推測2022年可能會超過

是喜歡使用天氣、亞馬遜 Alexa、NewsBreak 和 Ring。 華

3,500億美元。
另外，報告中顯示使用者每天使用 App
的時間平均 7 成都是用在社群軟體、照片及
影音類應用程式上。此外，在使用者支出

2021移動市場現狀總覽
新應用
下載量

應用商店
用戶支出

每用戶
日均使用時長

移動廣告支出

用戶支出高於
1億美元的應用數量

2300億

1700億美元

4.8小時

2950億美元

233個

+23%

+20%

購買App部分，2021年間有超過233款App和
遊戲的收入超過1億美元，其中13款遊戲收
入超過10億美元，比2020年增長了20％。
在全球市場來看，2021年下載量排
名前五名的App是 TikTok、Instagram、
Facebook、WhatsApp 和 Telegram。按消費

+19%

+30%

+5%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2年同比增長率

iOS, Google Play 和
中國第三方
Android 市場數據

iOS, Google Play 和
中國第三方
Android 市場數據

Android手機數據;
十大移動優先市場的
加權平均數

2021年每分鐘的應
用下載量超過
435,000次

2021年每分鐘用戶
支出超過
320,000美元

佔據日常生活中
三分之一的時間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iOS, Google Play，
應用和遊戲

相當於全球經濟體
中排名第41位

相比之下，
2021年全球票房
超過1億美元的電影
只有3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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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兩國的羅宋湯大戰
羅宋湯（borshch），又稱紅菜湯、蘇伯湯，是一種暖心的菜湯，通常用甜菜根作主料，顏色鮮
紅（不過也有綠色和白色的羅宋湯），幾百年來一直是烏克蘭人廚房的主食。在東歐、中歐很受歡
迎。然而，烏克蘭及俄羅斯這兩國為這份國民料理的身世之爭，上演「羅宋湯大戰」。

2

019年5月30日，俄羅斯外交部的官方推特（Twitter）

根據三民書局出版韓國作家南源相的著作「征服統治

貼出一則貼文：「羅宋湯Borsch是俄羅斯最有名、最

者的味蕾」，講述包括羅宋湯、明太子、咖哩、沙嗲等六

受喜愛的食物之一。同樣也是我們傳統料理象徵。有一說

道料理，如何從平民食物搖身一變成為令帝國統治者垂涎

是Borsch這個名字源自於俄語的borchevik（大豬草），據

的美味佳餚，進一步影響近代歷史發展。在書中，作者就

說borchevik在古代羅斯（Rus）常被用來製作湯品。」。

討論羅宋湯如何引發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文化大戰。

這則貼文，引來烏克蘭網友激烈撻伐：「你們從烏

書中表示，若從美食身世追溯，羅宋湯起源於烏克蘭

克蘭搶走克里米亞半島就算了，現在連羅宋湯都打算搶

農夫。烏克蘭農夫把能取得的少量食材如獸骨、蔬菜，

啊？」、「俄羅斯每次都想偷走跟烏克蘭有關的一切。」

加在一起煮成大鍋湯，因為就地取材卻相當美味，迅速走

烏克蘭國營電視台UATV在他們的官方Youtube頻道上

紅，成為烏克蘭宴席、節慶必吃的國民料理。羅宋湯的美

傳新聞影片，標題是「為什麼羅宋湯是烏克蘭料理，而不

味也深深吸引俄羅斯皇室，御廚將羅宋湯端上國宴。再加

是俄羅斯料理（Why Borsch Is Ukrainian, Not Russian.）」。

上烏克蘭曾是蘇聯的一員，連帶國民料理也一度歸類為

為了引起全球的同感，影片不只加上英文配音，介紹中還

「蘇聯美食」。

指出「不管俄羅斯再怎麼努力想奪走它，羅宋湯仍是在烏
克蘭歷史中深深紮根的文化傳統料理」。俄羅斯網友也迅
速回擊。一則行銷食物的推特，演變為成政治與文化、歷
史的長期惡鬥。

俄羅斯也積極爭取這份「俄羅斯傳統料理」
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南源相指出，此時的
羅宋湯不僅被烏克蘭被視為國民料理，更成為烏克蘭族群
認同的象徵，烏克蘭文化部還試圖向聯合國申請羅宋湯為

羅宋湯在烏克蘭被視為國民料理

烏克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羅宋湯，是在牛肉（也會使用雞肉等其他肉類）高湯

但俄羅斯也積極向世界宣告羅宋湯是「俄羅斯傳統料

中加入甜菜根、洋蔥、馬鈴薯、紅蘿蔔、大蒜等各種蔬菜

理」。2019年4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欽和北韓領導人金

熬煮而成的湯。材料和料理方式依季節及地區不同有著天

正恩召開第一次的首腦會談。會談後的晚宴，包含烏克蘭

壤之別，至多可加入將近二十種材料製作。現在羅宋湯版

的國民料理──羅宋湯，當時是以俄羅斯傳統湯品的身分

本已是千變萬化，甚至在烏克蘭內也有不同版本。但甜菜

上桌。此外，如2014年的俄羅斯冬季奧運上，奧委會提供

根、椰菜、紅蘿蔔及酸味食材是烏克蘭羅宋湯的主角。

選手村26.5萬公升的羅宋湯，向全世界昭告羅宋湯是「俄

羅宋湯是東歐很受歡迎的湯品，尤其在烏克蘭被視為
國民料理。不僅家庭日常會享用，在慶典、節日或婚喪喜
慶時也是一道不可或缺的菜色，甚至被視為象徵烏克蘭文
化與民族主義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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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的味道」。
這場「羅宋湯大戰」從食物身世打到到族群認同，證
明烏、俄之間的文化之戰早已打得不可開交。 華

2022年英國
將增六百萬古典新鮮人
英國皇家愛樂委託進行的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該國有超過6百萬人自認對古典音樂所知不多的
成人，傾向於2022年內聆聽音樂、出席演出，以增加對古典音樂的瞭解。

據英國皇家愛樂樂團（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根

RPO是疫情後，第一個赴美巡演的外國樂團

,RPO）所委託的新研究，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對

倫敦皇家愛樂樂團的常務董事詹姆斯威廉姆斯表示，

古典音樂“知之甚少”。他們計劃在2022年內彌補這種缺

有累積超過400年的偉大作品等著初入古典之門的樂友，

乏知識的情況。四分之一的受訪者還計劃在不久的將來了

一面懷抱信心地認為，沒有什麼比得上現場表演。調查結

解莫扎特、貝多芬和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曲目。

果顯示，直接參觀表演活動的經驗，是幫助人們探索新音
樂的一大要素。皇家愛樂吸引人的一大長處，就是曲目寬

過150萬年輕人於今年首次接觸古典音樂

廣，從馬勒到Minecraft（電玩遊戲《當個創世神》或《我

更令人驚訝的是，許多想在未來幾個月學習古典音樂

的世界》）、從百老匯到007，涵蓋了大部分聆樂者的喜

的音樂愛好者，年齡都在35歲以下。這個族群裡，更有

好：「不論疫情帶來什麼變化，就讓我們期待2022會是音

25％的受訪者年紀介於18至35歲之間，顯示略有超過150

樂愛好者能夠重新持續參加現場節目的一年。」

萬年輕人可能會於今年首次接觸古典音樂。這些結果與這

英國皇家愛樂樂團（RPO）成立於1946年，去年慶祝

種音樂類型是「老年人的東西」的刻板印象相矛盾。研究

成立75週年。該樂團在全球擁有超過50萬觀眾，最近還迎

還顯示，英國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計劃今年探索新的音樂流

來了新的音樂總監Vasily Petrenko。此外，皇家愛樂成員今

派。

年2月從倫敦抵達美國，成為自2020年2月24日起的23個月
以來，第一個赴美巡演的外國樂團。 華

優惠券是很實際的激勵方式
34％的英國人表示，在家附近舉行的表演，是最能鼓

▼直接參觀表演活動的經驗，是幫助人們探索新音樂的一大要素。

勵人們嘗試新樂種的刺激。五分之一的人還認為政府應該
採取更多措施來支持英國的場館。25％的受訪者也認為，
低票價對於許多尋找新事物的音樂愛好者來說也是一個重
要問題，尤其是對於初次嘗試者來說。
這種給新鮮客的低門檻入場券，已在各種藝術領域逐
漸風行，Music in the Round就為首次訂票者提供5英鎊的價
格；Classic FM旗下歌劇公司Opera North則讓人以20英鎊的
代價，得到歌劇初體驗。
該調查也發現，英國的部分地區，包括約克郡和威爾
士，是最願意嘗試古典音樂的地區。這些地區也有最高比
例的人承認不了解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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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阿凡達「哈里路亞山」
的原型乾坤柱。

鬼斧神工的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吳宗錦｜圖‧文

一部描寫外星人愛情的美國3D立體電影《阿凡達》
（Avatar），來湖南張家界拍攝採鏡，讓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武陵
源的奇幻風景揚名世界，而成為世界知名的觀光景點。

60

華商世界∣2022∣第五十三期

▲張家界武陵源袁家界景區的石峰林奇幻地貌。

西「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是中國第一個批准成立

湘

天，靠右的一座山峰像倒插的御筆，而靠左的石峰狀似擱

的國家森林公園，公園內的自然風光以奇形怪狀的

筆的江山。在山谷的東側，可以看到「仙女捧花」、「石

山峰稱奇而聞名。包括袁家界景區、黃石寨景區、金鞭溪

帆出海」等奇岩怪石。

景區、十里畫廊景區，以及天子山自然保護區、索溪峪自

天子山的地勢明顯高出四周，在天子山主峰舉目遠

然保護區。張家界武陵源一共有奇山異峰三千多座，這些

眺，視野遼闊，群山層次豐富，方圓百里盡收眼底。然後

石峰有些如人如獸、有些如器如物，而且形象逼真，氣勢

來到一處群山環抱、深不可測的桶形盤谷，有上千座石

非常壯觀。

峰，像竹筍般、密密麻麻的插在不到幾平方公里的深川峽

由於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面積廣大，前來旅遊至少要

谷中，神奇秀麗，這裡是有名的「西海石林」。每當雲霧

安排三天的時間，否則是無法欣賞到其美麗奇幻的景色，

蒸騰，山霧氣上浮下沉，山巒在雲霧中突隱突現，好似一

而且因其名氣爆棚，前來旅遊的國內外遊客太多，常常都

幅山河雲霧的圖畫。

要花很多時間排隊搭乘纜車，因此是需要事先規畫安排。
因此我們安排三天的時間來造訪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

袁家界景區位在森林公園北部，面積1200公頃，海拔
1074公尺，南北狹窄，東西綿長宛如一帶，是武陵源又一

第一天上午，我們首先來到武陵源的腹地「天子山自

主要風景集中地，故有「四十八里袁家界」之稱，是張家

然保護區」，此景區東自深圳閣起，西至將軍巖止，延盤

界後花園的「天然盆景」，園內石峰千姿百態，溪水繞峰

繞山近40公里，總面積將近100平方公里。從武陵源吳家

而流，山上古木參天，雲霧瀰漫，猶如古時皇宮內的後

峪門票站乘坐環保車，到索道下站換乘天子山索道纜車

花園一樣。我們先經過「百丈絕壁」、「十里畫卷」，沿

上山，到索道上站再換乘景區環保車前往賀龍公園，這是

著峭壁邊緣的步道走到「天下第一橋」。大自然的鬼斧神

1986年為紀念賀龍元帥九十歲誕辰而興建的公園，融合自

工，將一塊厚約5公尺，寬僅4公尺，跨度50公尺，相對高

然及人文景觀，並建有一尊巨大的賀龍雕像。公園裡頭有

度近350公尺的天然石板，橫空架在兩座山峰之上，把東

「麥當勞」漢堡餐廳，供遊客用餐。我們經過麥當勞，來

西兩峰連接，其高度、跨度和驚險度均天下罕見，故稱

到天子閣欣賞西側山谷中西側的「御筆峰」，站在其觀景

「天下第一橋」。然後我們繼續沿著絕壁頂部的邊緣，

台向西南遠眺，可看到數十座錯落有致的山峰突起插入藍

走至中坪的「觀橋臺」遙望1000公尺之外的「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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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索溪峪景區的「十里畫廊」。

橋」，只見石橋凌空架在兩峰之巔，底下是萬丈深淵，氣

「乾坤柱」。之後沿著步道向前走到「迷魂台」，這裡清

勢磅薄，奇偉絕倫，因而號稱天下第一石橋。

晨和天氣變化時，雲霧翻滾，群山時隱實現，變幻莫測，
令人如夢如幻，有如迷魂一斑。觀看了張家界國家森林公

乾坤柱，阿凡達奇峰百態

園的袁家界經典景區之後，前往搭乘世界上最高、最快的

然後我們繼續沿著峭壁邊緣的步道，前往袁家界景區

雙層觀光電梯，高300餘公尺沿著峭壁而建的「百龍觀光

最出名的景點「乾坤柱」，就是電影《阿凡達》拍攝了

電梯」下山，來到「將軍列隊」景點，再搭一般電梯下至

包括乾坤柱在內的張家界峰林鏡頭裡「哈里路亞山」的原

「水繞四門」站，換乘環保車回到武陵源吳家峪門票站。

型。乾坤柱垂直高度約150公尺，海拔1074公尺，峰頂造
型奇特，頂部植被郁郁蔥蔥，垂直節理切割分明，仿如刀
劈斧削般，巍巍屹立於袁家界，有頂天立地之姿，故稱為
▼張家界景區入口的「武陵源」九重牌樓。

十里畫廊、雲天渡玻璃橋
第二天，進入張家界景區搭乘環保車後，轉乘單程小
火車遊覽索溪峪景區的「十里畫廊」，在這條長達十餘里
的山谷兩側，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觀，人行其間如在畫中，
兩旁山上的岩石形成二百來尊似人似物、似鳥似獸的石景
造型，其中孔雀開屏、採藥老人、壽星迎賓、猛虎嘯天
等，唯妙唯肖最為著名。小火車來到「三姐妹」景點後，
下車觀賞「猴園」，然後沿著溪谷步行回頭，慢慢欣賞沿
途兩旁的景色，還不時地看到小火車來回穿行。
中午在張家界大峽谷附近的餐廳吃農家菜午餐，午餐
後先前往「龍王洞」參觀天然溶岩石穴，然後前往位於張
家界市慈利縣三官寺鄉的「張家界大峽谷」，走一趟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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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界景區的「迷魂台」，這裡清晨和天氣變化時，雲霧翻滾，群山時隱實現，變幻莫測，令人如夢如幻，有如迷魂一斑。

界大峽谷的「雲天渡玻璃橋」，這座玻璃橋歷時四年多才

法走完近六公里的全程，走走停停，只走了一個小時多一

建成，號稱創下十項「世界之最」，包括：最高且最長的

點，就開始往回走，我估計大約只走了一半。但是金鞭溪

玻璃人行橋、橋面上建有世界最高彈跳臺、玻璃承重最重

兩岸真的是風景如畫，森林芬多精很豐富，適合走路健

的橋樑、舒適性最好的橋樑等。玻璃橋橋面距谷底高度約

身，雖然天下著雨，也沒有減少我們的遊興，只可惜未能

300公尺，遊客走在橋上就好像在空中行走。

拍攝到漂亮的精彩照片。
遊覽張家界欣賞奇形怪狀的山峰石頭，要用一點想像

雨中遊覽金鞭溪景區

力，否則會「遠看大石頭，近看石頭大」，就一點兒也不

第三天上午雖然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來，我們還是三

好玩了。這趟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之遊非常值得，尤其新

度進入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搭乘環保車前往「金鞭溪景

冠肺炎疫情之後，已經有二年無法旅行，更加懷念張家界

區」，在「水繞四門」站下車，開始遊覽金鞭溪。沿著金

的奇幻美景，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再去好好玩一玩。 華

鞭溪兩旁是武陵源風景最美的地方，全溪長5.7公里，穿
行在峰巒幽谷之間，溪水明淨清澈，魚兒悠遊溪中，溪畔
花草鮮豔美麗，林中鳥鳴鶯啼，讓遊人有「人沿清溪行，
勝似畫中游」的感覺。進入金鞭溪，沿途穿行於深壑幽谷
之中，曲折宛轉，沿溪而行一步一景，一路上的砂岩峰林
有駱駝峰、旗帆峰、跳魚潭、千里相會、雙龜探溪、文星
岩、天然壁畫、花果山、水簾洞、神鷹護鞭、醉羅漢、金
鞭岩、迎賓岩……等景點，最後可走到「黃石寨」景區。
因為下雨需要撐傘，遊覽時一邊走路一邊拍照不是很
方便，導遊給了我們二個小時自行遊覽金鞭溪，我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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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做事，人就是全力以赴，把結果交給老天爺。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

——大同公司總經理/何春盛
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累積，不要糾結成與敗，只要走
過，都是資產，不是負債。

理性壓倒感性才能屹立股市不倒；股票投資需要獨立
思考，切勿盲從。

有路，咱沿路唱歌；無路，咱 溪過嶺。

——「股神」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台語流行歌曲「路」的詞句

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傳授給子女的投資經驗和投
資忠告。

當你極度成功的時候，同時也要保持極度戒慎恐懼。
——管理大師/柯林斯J. Collins
適度焦慮可以有警惕性，但過度焦慮就會慌亂。
——一位家庭抗疫成功的媽媽

提早注意一些衰敗的徵兆，當厄運來臨時，就不會被打
敗了。

只有沉著，頭腦清醒，才能做出最好的策略和決
策。

領導的工作，就是影響人。
——世界展望會董事長/鄒開蓮
人生難免傷痕累累，所幸，傷口會結痂，心可以鍛
煉。
——天下雜誌副總編輯、台灣大學教授/陳一姍
只要心中有藍圖，儘管韌性前行。

創造時代的人，低谷中獲得力量，不停往前走。
——中央研究院前院長/翁啟惠
對未知的好奇心，支撐著我向前走。

談設計，簡單比複雜更困難。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Steven Jobs）
在賈伯斯對設計的認知中，簡單比複雜更困難，因
為「你必須努力使思路清晰，才能使之變得簡單。」

自由不代表擺脫某些事情，而是能夠自由地從事某些事情。
——德國前總理/默克爾
人們過去習以為常的事物，並沒有想像中的穩固，必
須要奮鬥、捍衛，才能持續保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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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主管最重要的工作是，成事、成人、成就團隊。
——城邦媒體集團執行長/何飛鵬

失敗是創新與創造的必要元素，如果知道會成功，就不
是實驗了。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要創新，必須既固執，但又有彈性。

不做最壞打算，就不可能盡最大努力。
——商業周刊創辦人/金惟純
「豁出去」這三個字，不止一次帶我走出死蔭的幽

失敗很正常，如果沒有經歷失敗，表示你不夠創新。

谷。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創新，堅持不懈是非常重要。

喜歡不一定要擁有，欲望低才會快樂。
——大千典精品執行長/秦嗣林

談判的成敗關鍵在於「人」，先理解再說服，很重要。

慾望低，快樂多；慾望多，就永遠活在壓力下。

——資深企業管理顧問/李思恩。
每個人的需求，喜好不同，其溝通的方式也不盡相
同。

潮退之後，你才會發現是誰一直在冒險裸泳。
——著名投資家、股神/巴菲特
別因為覺得明天可能會找到更好的投資標的，就放
棄你今天看好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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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創立】

【主要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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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為非牟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宗旨】
．促進全球華商組織及華商企業之交
流與合作。

【組織】
．本聯盟係由海外各地主要華商社團
領袖發起創建，不參與任何有關政
治性之活動。
．本 聯盟最高權力機構為主席團會
議，由海外各地主要華商社團領袖
組織之。
．成員遍佈全球八十多個國家，二百
多個華商社團組織。

澳門宋玉生廣場263號中土大廈19樓
Alameda De. Carlos d'Assumpcao No 263, Edif. China Civil Plaza, 19th Floor, Macau

Tel：(853)28755002
E-mail: info@wfceo.org

Fax：(853)28755003
http://www.wfceo.org

．
建立全球華商之交流機制。
．
增進各地華商企業在經貿、科技、
創 新、 文 化 及 教 育 等 各 方 面 的 合
作。
．
其他有關促進全球華商之交流與合
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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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動創新產業合作。
．
甄 選 及 頒 發「 世 界 傑 出 青 年 華 商
獎」。
．
甄選及頒發「世界華商創新獎」。
．
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