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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網
路經濟」（Internet Economy） 是一種嶄新的經濟形

態，無國界的特質，加強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依存

性；無時差的運作，讓全球經濟全天候運轉；依賴超高技術和

網路超速傳輸，創新夢想得以實現。網路經濟的特性，讓全球

各國的企業都積極思考如何運用網路，以創造無可限量的發展

與獲利。網際網路改變了人類世界的空間軸、時間軸和思想維

度，並已經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經濟的各個領域，無論

是B2B、B2C、C2C到C2B，都在一次次地變革和創新，與我

們的生活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網路經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

式，財富迅速增加的巨大效應，引發了人們對網路經濟進行進

一步思考的原因和動力。

網路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愈來愈大，網際網路對GDP

成長的貢獻逐年增加，成為推動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它推動形成新的經濟發展典範。到2016年，全

球將有30億的網路用戶，幾乎是世界人口的一半。網路經濟

在G-20經濟體的總額將達到4.2兆美元（$4.2 trillion）。如果

把「網路經濟」當著是一個國家，它將位居第五，僅次於美

國（18.6兆）、中國（12.4兆）、日本（6.6兆）、印度（4.3

兆），並領先德國（3.9兆）。基於網際網路對經濟的影響越

來越大，幾乎無處不在，本期特別以「網路經濟新時代」做為

【封面故事】，刊出了五篇相關的報導，讓讀者深入了解其發

展的脈絡與未來的展望。

「英國脫歐」是前幾個月熱門的話題，對英國跟歐盟來

說，2016年6月23日是歷史性的一刻，英國脫歐派以

51.9％的得票率，贏過英國留歐派的48.1％，確定英國將離開

歐盟。「英國脫歐」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政治經濟

格局，英國政治、經濟與貿易的不確定性，會造成企業投資、

民眾消費觀望，對全球經濟成長不樂觀。本期【特別報導】刊

出了「英國脫歐面面觀」一文，報導和分析英國脫歐可能造成

的影響。本欄目同時也刊出了一篇「華僑與華商經濟」專文，

詳述了海外華僑移民的歷史，和海外五千萬華僑對經濟發展所

做出的貢獻。

本期其他專欄【全球視野】、【產業風雲】、【財經訊

息】等，也刊出了很多精彩的內容，包括夯爆全球的「寶可

夢」所造成的熱潮等，在此不再詳細介紹，就留待給讀者自己

細細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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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有3380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黃金儲備量亦有

2814噸，義大利2452噸，法國2436噸。

中國擴增黃金外匯儲備

中國和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三大黃金生產商，

也正在增加黃金外匯儲備，但按照目前月度黃金儲備的增

長看來，這兩個分別為全球黃金儲備第六和第七的國家需

要六年時間才能趕上法國和義大利，奪取第四和第五的位

置。

中國和俄羅斯建立增加黃金外匯儲備的原因各不相

同，中國主要是出於戰略性目的。在成功將人民幣納入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之後，中國進一

步想削弱美元在其中的權重，試圖增加人民幣在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中的地位。因此中國的黃金儲備需要

進一步增加。今年10月1日，人民幣將邁入特別提款權時

代。

去年，中國打破了近6年的沉默，公佈了國家的黃金

儲備，將此前報告的1054噸更新至2015年6月的1658噸，

約為705億美元，但這僅占中國國際儲備總額的2.1％（主

要工業國的黃金儲備約占60％∼70％）。

黃金儲備量 80％黃金集中在20國
據世界黃金協會最新報告，今年全球有80％的黃金集中在20個國家手中，以美國的黃金儲備量

8133.5噸居首，而中國則以1808.3噸排名第6。

黃
金儲備量一直是各國金融實力重要的衡量標準之

一，黃金儲備是各國貨幣當局所持有的用以平衡國

際收支、維持匯率水準的資產，在穩定國民經濟、抑制通

貨膨脹、提高國際資信等方面有著特殊的作用。

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公佈的最新資料顯示，世界各國央

行的黃金總持有量去年增加702.5噸至32733噸，較去年增

長2.7％，截止到2015年，各國央行已經連續6年淨增持黃

金。可見受避險因素的驅動，世界各國紛紛加入到了黃金

爭奪戰中。其中大部分的增長是由於中國的黃金儲備的增

加。

官方貨幣與金融機構論壇（OMFIF）公佈了全球投資

者2016年報告，報告顯示：「由於日元、歐元、瑞郎兌美

元的走弱，而新興市場經濟又迫切需要資產多樣化，黃金

作為外匯儲備備受青睞。2016年6月全球約有10萬億美元

的主權債券的收益率為負值，使得投資者的挑戰增加，同

時也為市場帶來利率政策變化的風險。現在許多經濟體都

存在通縮壓力，因此黃金儲值功能的重要性愈發突出，同

時也可以作為不穩定的金融市場的對沖。」

經濟惡化和金融動盪，全球黃金需求量增

世界黃金協會指出，2016年第1季的全球黃金需求

量達到1290噸，較2015年增長21％，為有史以來第2大增

幅。由於擔憂全球經濟惡化和金融動盪，全球黃金需求量

明顯增加，各國央行為此保持強勁的購買力，今年首季

共買入109噸黃金，使得全球黃金總供應量增加5％至1135

噸。

世界黃金協會指出，全球各國的黃金儲備狀況，全

球80％的黃金集中在20個國家手中。世界上持有最多黃

金儲備的國家是美國，該國約持有8134噸黃金，多於中

國（1808噸）的4倍、俄羅斯（1499噸）的5倍。而德國持

4 華商世界∣2016∣第三十一期

全球黃金儲備量排名

排名 國家（機構） 儲備量（噸） 占比（％）

1 美國 8133.5 24.70

2 德國 3381.0 10.30

3 IMF 2814.0 8.58

4 義大利 2451.0 7.47

5 法國 2435.7 7.42

6 中國 1808.3 5.51

7 俄羅斯 1476.6 4.50

8 瑞士 1040.0 3.17

9 日本 765.2 2.33

10 紐西蘭 612.5 1.81

資料來源：世界黃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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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儲備量 80％黃金集中在20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記錄各個國家每個月的黃金儲

備，並在兩個月後公佈。2016年1月∼4月，中國每個月增

持的黃金約為11噸，但5月保持不變。而俄羅斯在今年1月

到6月之間每個月增持黃金14噸，但其與中國仍有300噸黃

金儲備的差距。

近期中國重新點燃對黃金的戰略興趣，啟動了中國一

帶一路基金，這是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資產計畫，加強

亞歐之間的貿易和運輸聯繫，據報導，中國黃金集團收購

了嘉能可公司位於哈薩克斯坦的Vasilkovskoye金礦。

此外，中國的工商銀行按資產排名是世界上最大的銀

行，據悉該行已經購買了巴克萊的貴金屬儲備業務，包括

在倫敦的現代設施，這意味著中國的野心不僅僅在於成為

黃金交易商，更是為了成為其他官方和私人的協力廠商黃

金信託。

2015年中國黃金產量450.05噸，連續九年實現增長。

中國是全球唯一黃金產量超400噸的國家，去年上海黃金

交易所交易量為全球第二，實物黃金消費全球連續三年全

球第一。

俄羅斯增持黃金，拋售美元和歐元

俄羅斯大肆購買黃金的原因有很多。如俄羅斯想擺脫

對美元的依賴，尤其是在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美國等

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經濟制裁之後，俄羅斯擺脫對美元依

賴的心裡更加迫切。除此之外，隨著歐央行和日本央行相

繼推行了負利率政策，持有歐元的資產的收益率幾乎為負

值，這些都促使俄羅斯增持黃金拋售美元和歐元。

依據IMF最新的資料，在2016年1月到6月之間，俄羅

斯每個月黃金購買量達到14噸。按照目前這個速度，俄羅

斯的黃金儲備量要想超越法國和義大利，至少還需要6年

時間。

貨幣政策和金融機構論壇全球公共投資者2016年報告

在提到黃金時表示，黃金對於投資者越來越有吸引力，

在2015年歐元、日元、瑞士法郎兌美元都開始貶值的情況

下，黃金成了另一種避險資產。與此同時，為了應對，來

自美國的風險，新興經濟體開始施行外匯儲備多樣化的策

略，這也加大了他們對黃金的需求量。

到2016年6月，全球處於負利率的主權債務總量達到

10萬億美元左右，這一方面給投資者帶來了挑戰，另一方

面在央行調整利率的時候增加了金融市場的風險。此外，

通縮的風險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開始蔓延，這些因

素都增強了黃金保值增值的功能。於是為了應對市場的不

穩定性，投資者和各個國家開始考慮增持黃金。華

▼世界黃金協會指出，2016年第1季的全球黃金需求量達到1290噸，較2015年增長21％，為有史以來第2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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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近年印尼經濟高速成長，商人們對印尼的認知，

逐漸從廉價生產基地轉為極具潛力的內需市場。

印尼躋身全球製造第10大國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公布2016全

球製造國排行榜（2016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印尼超越俄羅斯、英國等國，躋身全球第10

大製造國。印尼努力擺脫經濟對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賴，鼓

勵提升製造業產能有了實質的成效。

聯合國這項最新排行榜顯示，中國擠下美國榮登全球

第一大製造國，接著排名則是美國、德國、韓國及印度，

印尼則從去年的第12名擠進前10大。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首席統計師烏帕德亞

雅（Shyam Upadhyaya）指出，印尼這個東南亞最大經濟

體的製造業，在全球經濟走下坡時還能維持產能不墜，是

排名向上攀升的主因。

此份報告反映出，在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主政

下，印尼致力提升製造業產能及優化財政政策開始出現成

效，不僅減輕通膨壓力，也吸引到更多外資進駐。目前印

尼工業部門產值，占了國內生產毛額（GDP）將近/1/4，

減緩這個大宗商品出口為主的經濟體，對煤礦、棕櫚油等

原物料的依賴。

亞洲開發銀行主管塔波（Steven Tabor）表示，印尼現

正致力擴建基礎設施及解除管制，一旦種種設限鬆綁，勞

動力品質逐漸改善，印尼可望與全球製造業價值鏈有更緊

密的結合。

全球第4大人口國印尼，依然是經商容易度偏低的地

區。照分析師與商界人士所說，問題出在基礎設施不足，

致使生產貨品無法進順利入市場。此外印尼低階技術勞工

居多，電力與鋼鐵等原物料的成本高，加上政府過度管制

重重設限，這些都讓營運成本有增無減。

但聯合國資料顯示，紡織和菸草等印尼傳統製造業主

力，在印尼整體產能的占比有縮小之勢，化學、機械、汽

車等需要技術勞力的產業，對印尼整體產能的貢獻愈來愈

大。

印尼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1967年以來，印尼與其他4個國家成立東南亞國協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為降低會員

國間貿易障礙與促進東南亞市場整合，致力推動東南亞國

協經濟共同體（AEC），2015年12月31日「東協共同體」

（ASEAN Community）宣布正式成立，總經濟規模達2.5

兆美元，6.22億人口為亞洲第三大、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截至2016年1月為止，東協區域內貿易之關稅減讓比

例已有96％、通關程序與技術規範亦大為簡化，投資限制

也已逐步開放。印尼政府近年來積極改善整體投資環境，

未來成長潛力大，已吸引各國前往投資設廠。

印尼為東協5個創始會員國之一。目前東協有10個成

員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

崛起中的印尼
印尼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也躋身全球製造第10大國之列。為服務本國萬

島百姓之銀行業務，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由金融機構發射的通訊衛星，並被點

名為跨境電商的新金磚VIP經濟圈。崛起中的印尼，不容小覷。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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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銀行業的發展有很大的

潛力。依據世界銀行統計，只

有不到40％的成年印尼公民擁
有銀行帳戶。



行大數據分析，然後進行信用評估。該行以前只擁有客戶

與銀行相關的交易信息，一旦擁有自己的衛星通訊運營牌

照，就可以直接獲取客戶數據，對客戶信用進行分析。

據了解，擁有自己的衛星將省下一大筆錢，而這筆費

用可以用於投資其傳統業務並延伸至未開發的市場。隨著

BRIsat衛星在6月升空，BRI總裁阿斯瑪維表示，這是「銀

行業的新年代」。

跨境電商的新金磚VIP經濟圈

日本《日經雜誌》點名越南（Vietnam）、印尼

（Indonesia）與菲律賓（Philippines），是繼金磚四國

（BRICs）後，太平洋時代來臨，令人期待的VIP成長新

經濟圈，不論是人力、經濟成長動能，相比當年的金磚四

國毫不遜色。

東南亞各國的新富階層正在崛起，每人的可支配所得

提升，以印尼為例，2015年有1754萬的中產階級，可支配

年所得高達5955.2美元。2014年印尼的網購平均消費額為

每人16美元，網購總銷售額為11億美元。其中最熱門的三

大品項為美妝、服飾配件以及3C用品。 

華碩在東南亞推出Zenfone，制定與台灣不同的市場

策略，符合當地平價實惠訴求，喊出「奢華共享」的口

號，一推出造成轟動，截至2015年底，Zenfone系列產品

在東南亞市場累計銷售量超過1300萬支，其中印尼累計銷

量就超過500萬支，佔比超過東南亞市場的1/3。

 印尼人喜歡嘗鮮，購物選擇注重朋友間的口碑，同

中求異的個性，強調自己的個人特色和獨特性產品，接受

度都很高。華

萊、越南、寮國、緬甸及柬埔寨。過去這十年來，東協成

員國經濟成長的速度很快，2015年印尼的經濟成長率在全

球不景氣之下，仍約有5.2％的成長，2016∼2020年未來五

年內，印尼每年預估還是可以維持5.4％以上穩健的經濟成

長。

印尼銀行業邁入衛星年代

印尼人民銀行（BRI）專屬衛星「阿麗亞娜5號」6月

在法屬蓋亞那的庫魯航天基地騰空而起，成為全球首家擁

有專用衛星的銀行，衛星可為BRI節省成本、擴張營運範

圍，也象徵將銀行業帶入「衛星年代」。

印尼銀行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潛力。依據世界銀行統

計，只有不到40％的成年印尼公民擁有銀行帳戶。印尼總

統佐科．維多多一直呼籲銀行降低利率，使中小企業更容

易貸款，目前印尼人民銀行的利率是新加坡銀行平均利率

的4倍。中小企業在印尼經濟扮演要角，德勤2014年的資

料顯示，該國共有近6,000萬家中小企業。

印尼最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印尼人民銀行在2003年

上市。該銀行在上世紀80年代設立專營農村小額信貸的獨

立業務部。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憑藉小額信貸業

務部優良的貸款質量和盈利能力，BRI成為印尼唯一盈利

的銀行機構。

印尼是萬島之國，居民分佈在17,500多個島嶼上，為

了發展小額信貸服務，印度尼西亞人民銀行甚至發明了移

動汽車銀行和移動快艇銀行，在汽車和快艇上為農民辦理

業務。該行也開展手機銀行業務。客戶可以直接用手機號

碼開戶，在任何有移動信號的地方都可以用手機辦理銀行

業務。

由於印尼沒有一家能夠覆蓋全國的移動運營商，而且

有些島嶼與外界的移動通訊很不穩定，印度尼西亞人民銀

行決定自己發射一顆通信衛星運營。BRIsat 衛星是世界上

第一顆由金融機構發射的通訊衛星，它的C和K通道的通

訊將覆蓋印尼全國。除了通訊的便利之外，該行作為一家

銀行，開發衛星通信業務還有更多的好處。信貸風險管理

的核心是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比如中國螞蟻金服開展網絡

小額信貸服務，就是依托淘寶與支付寶的客戶交易信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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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新加坡

36

78

31

81

96

單位：％

註：指的是各國15歲（含）以上民眾，統計至2014年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亞洲有銀行帳戶者占總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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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富豪人數以及財富最多的地區。但實際上達成此目標的

時間比預期更久，歸因於中國與印度經濟成長放緩，後者

2015年富豪人數僅略增1％。

此外，近年來全球億萬富翁的數量也出現急劇增長。

根據「2016年福布斯億萬富翁榜」，亞太地區的億萬富翁

人數為590，美國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540，歐洲有489名

億萬富翁。

《世界財富報告》指出，今年由於股票市場波動不

穩、原油價格跌入谷底，再加上美元表現強勁，全球億萬

富翁的財富總量相比去年的歷史高值會出現略微下降。

《世界財富報告》的研究數據覆蓋71個國家，這些國家的

國家總收入佔全球國民總收入的98％，股票市值佔全球的

99％。波士頓顧問集團（BCG）也曾預料，2020年亞太地

區（不計日本）將取代歐洲成全球第二富裕的地區，僅次

於北美。

不過凱捷與BCG的區域計算方式不同，前者將日本列

入亞太區，後者讓日本自成一區。此外，BCG研究顯示全

球私人財富將近168兆美元，凱捷則僅計算富豪總財富，

共計近58兆美元。

凱捷認為，未來幾年亞太區將持續穩居全球財富榜

首，即便較保守的預估都顯示亞太財富每年將以7％的速

度增長，到2025年達34兆美元，較積極的看法則預估該區

富人資產2025年上看42.1兆美元。華

全
球知名諮詢管理機構法國凱捷（Capgemini）諮詢

公司發佈了2016年《世界財富報告（World Wealth 

Report）》，報告顯示2015年亞太富豪握有財產大增近

10％，達17.4兆美元，首度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最富裕地

區，亞太富豪人數並且連續2年位居全球之冠。

報告指出，亞太區可投資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高

淨值資產人士」（HNWIs）增加9.4％至510萬人，拉開與

北美富豪人數差距，後者僅成長2％至480萬人。包含日本

的亞太富豪在2014年已多於北美，晉升全球首位。

「高淨值資產人士」指的是除住房、藝術收藏品、老

爺車和其他收藏品外的可投資資產不少於100萬美元的人

士。美國的高凈值人士數量仍然是最多的，接近450萬；

日本排名第二，達到270萬；接下來是德國，接近120萬；

中國排在第4位，剛過100萬；隨後是英國，有55.28萬。中

國富豪人數的增幅是最大的，比上一年增加16％。之所以

出現這樣大的增幅，是因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房價不斷

上漲。全球有超過450萬新增高凈值人士是在2009年金融

危機達到頂峰後出現的。

日本與中國是亞太富豪人數激增推手

日本與中國皆是亞太富豪人數激增的推手。中國包辦

2015年全球高淨值資產人士人數增長的近6成，而日本去

年經濟與市場走強，帶動富豪人口勁揚近11％，增幅為前

年逾1倍。日本、中國躋身為全球最富裕的4國之列，與美

國、德國合計占全球富人的逾60％。預計在今後10年裡，

亞太地區將占據全球2/5的財富，高於歐洲、拉美、中東和

非洲的財富總和。

亞太在富豪人數以及擁有資產拿下雙料冠軍，亞太地

區財富不斷增長的趨勢已持續至少10年。凱捷製作全球財

富報告迄今20年，曾於2009年預測亞太將於2013年成為全

亞太超越北美，躍居全球最富有區域
在中日兩國的帶動下，全球超級富豪的人數去年增至1500萬人以上。儘管2015年股市出現震

盪，但中日兩國的富人似乎變得更富裕了。無論是從富豪的人數，還是他們持有的財富金額，亞太

地區首次超越了北美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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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中國皆是亞太富豪人數激增的推手，中國包辦2015年全球高淨
值資產人士人數增長的近6成。



隨
著美國波克夏·哈薩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和日本永旺集團落戶四川，目前落戶四川省的世界 

500強企業已突破300大關，達到301家，數量穩居中西部

第一。此外，中國（含港澳臺）上榜世界500強中，90％

也到四川落戶。上半年，美國蘋果等5家境外世界500強增

資擴股及增設項目，增加投資總額2億美元。其中，蘋果

公司從分公司升級為直接投資，在阿壩州分別設立阿壩州

紅原環聚生態能源有限公司、阿壩州若爾蓋環聚生態能源

有限公司兩家企業。

境外世界500強企業，來自歐洲最多

落戶四川的世界500強企業規模正在擴大、速度提

升，投資結構持續優化。截至2016年上半年，來川落戶的

227家境外500強企業中，89家在川直接投資並設立了190

家外商投資企業，累計投資總額突破156億美元，合同外

資53億美元；107家設立分公司（含金融分支機搆等）。

從境外世界500強企業來源地看，來自歐洲占37.4％，美洲

企業占33.5％，來自美日法德英等國家占74％。

直接投資多為製造業

據四川省商務廳統計，截至2015年來川落戶的境外世

界500強中，有191家有實際投資（包含直接投資、再投

資、分公司），占全部的87.2％。88家直接投資的境外世

界500強在川設立190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累計投資總額

達154億美元，合同外資52億美元。

此外，境外世界500強企業在川設立的製造企業有101

家，設立服務企業70家。四川省商務廳提供的2015年外商

投資企業聯合年報顯示，境外世界500強企業占全省外企

營業收入、納稅總額、帶動就業數的比例，均達到三分之

一以上。

投資西部，首選四川

隨著「投資西部，首選四川」逐漸成為共識，已落戶

境外世界500強在川增資擴股的勢頭同樣強勁。依據四川

省商務廳的數據顯示，2015年台灣鴻海精密等9家已落戶

境外世界500強企業增資擴股，增加投資總額10.2億美元，

增加合同外資3.5億美元。除規模的擴大，還有規格的升

級——芬蘭諾基亞從分支機構升級為直接投資，在天府新

區成都片區設立諾基亞通信（成都）有限公司，投資總額

140萬美元。

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和「長江經

濟帶」戰略的深入實施，四川地理區位、人才和投資環

境優勢，不斷吸引世界500強選擇在此落戶，作為開拓

中國中西部市場前站。資料顯示，「十二五」期間四川

進出口總額突破3000億美元，年均增長12.5％，規模是

「十一五」時期的1.7倍。其中，四川民營企業出口比重提

高到37.8％，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占比分別達到68％

和50％。此外，「十二五」期間四川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貿易額占外貿總額的28.6％，合同外資增長2倍，對外

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和完成營業額分別增長43％和30％，

對外投資企業數量增長4倍，投資金額增長近3倍。

2016年，四川將進一步放寬外資准入，加強與沿海港

口和陸路邊境口岸的通道對接，探索「一站式」通關服

務，提升投資貿易便利化水準，擴大服務領域開放，加快

建設國際化

的醫院、學

校等設施，

為投資者營

造更舒適的

生活環境。

華

四川魅力，500強企業超300家
截至今年6月底，2016年《財富》全球500強企業最新榜單中，在四川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已

超過3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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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家

283家

269家
247家

233家
220家

500強企業情況一覽

2010年以來中國省級引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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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肉在中國的需求量與日俱增。澳洲和南美洲的巴西

都全力搶中國市場，巴西可能在今年超過澳洲，成

為中國最大的牛肉進口國。年輕人愛吃牛排，是造成中國

牛肉需求量的主因之一。

中國是全球第3大牛肉消費國

中國是全球第3大牛肉消費國，僅次於美國、巴西。

2010年，中國城鎮消費者人均牛肉消費是農村的4.02倍，

遠高於豬肉的1.44倍。2000年，中國牛肉消費總量約510.2

萬噸，2014年成長至729.8萬噸。隨著中國牛肉進口量增

加，進口到中國的澳洲牛肉價格開始上揚，穩步上漲。

專家分析，中國牛肉消費量逐年遞增，主要有3個因

素。一是消費者對紅肉的消費習慣開始轉變，在家庭餐桌

上，牛肉入菜有增無減；二是2010年中國民眾人均收入突

破3000美元，迎來消費轉折點，對紅肉需求量增加。三是

西餐文化在中國餐飲習慣中的滲透，各地消費牛肉的群體

擴大，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愛吃牛排；另外，中國目前約

有2000多萬穆斯林，是牛羊肉的主要消費群體，更帶動了

中國牛肉總體的消費需求成長。

進口國外豬肉，拉動歐美原本低迷不振的價格

中國年豬肉進口量可能首次突破100萬噸，較去年的

77.7萬噸高出28％。在過去，日本是全球最大的豬肉進口

國，現在可望超越日本，

中國生豬存欄量的大衰退始於2013年末、2014年初，

當時豬肉價格低，再加上針對養豬場的環保新法規，漸多

養豬戶退出這個產業，導致生豬供應量大減；再加上中國

對豬肉需求成長，不得不從國外進口，正好拉動歐美原本

低迷不振的豬肉價格。

中國豬肉市場供不應求，轉向全球購買豬肉，拉高了

美國瘦肉豬期貨的價格，創下1年半來的新高。對於外國

人而言，原本不吃的豬內臟、豬耳朵，如今不但有了出

路，而且賣到中國價格高漲；但美國商人為了穩住中國市

場，拒絕使用瘦肉精養豬，保障了豬肉進入中國的品質。

美國農業部表示，今年截至4月，美國豬肉及相關產

品如豬蹄和豬內臟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117％，對中

國出口目前占美國總產量的3.5％，是去年同期的兩倍。

美國農業部預測，中國今年將消耗5460萬噸豬肉，但

只能自主生產5350萬噸，缺口就由世界各地豬肉生產商填

補。如此旺盛的出口需求，扭轉了美國豬肉今年原本顯得

蕭條冷清的局面。

推升歐盟、加拿大豬價

為爭取中國巨大的市場，美國出口豬肉到中國比以前

更謹慎，因為2014年，中國官方在一批貨當中發現了飼料

添加劑萊克多巴胺（瘦肉精），一度禁止進口美國豬肉。

堪薩斯州豬肉生產商Seaboard公司發言人戴維·艾哈特表

示，公司決定從豬飼料裡去除萊克多巴胺，以獲得進入中

國市場；尤其是豬肉內臟在美國的需求不大，價格低廉，

出口到中國就利潤倍增。

中國對豬肉的需求不光影響美國，也影響歐洲。歐

盟、加拿大和巴西的豬肉價格最近飆升，許多生產商也趁

機趕快對中國輸出豬內臟、豬蹄及其他相關豬肉產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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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南美洲的巴西都全力搶中國市場，巴西可能在今年超過澳洲，成為中國最大的牛肉進口

國。中國年豬肉進口量可能首次突破100萬噸，成為全球最大的豬肉進口國。

對牛豬肉品需求大增的中國現象

2015中國肉類產量及成長

種類 2015年產量（萬噸） 較2014年成長（％）

豬肉 5487 -3.3

牛肉 700 1.6

羊肉 441 2.9

禽肉 1826 4.3

禽奶 2999 3.6

牛奶 3375 0.8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壹、前言

華僑是中華民族向外發展的一個廣大群體，也形成一

股堅強的力量。

華僑一詞，始見於官方文件者，是清朝宣統元年

（1909年），準備立憲酌選華僑參議員議事。從此，「華

僑」即普遍被用來稱呼在海外定居的中國人。在此之前，

華僑曾被稱為：唐人、漢人、秦人⋯等。

在台灣，沿用民國成立後的憲法，採取屬人主義，並

承認雙重國籍。所以只要僑居外國，持有當地永久居留身

份，無論是否加入外國籍，或出生外國的中國人，皆稱為

華僑。但中國大陸，因不承認雙重國籍，所以有了「華

僑」、「華人」、「華裔」等三項名稱，而且給予下列三

種不同的意涵：

一、華僑，是指保有中國國籍的海外中國人。

二、華人，是指取得外國國籍的海外中國人。

三、華裔，是指華僑或華人在外國出生的子女。

本文為著沿用傳統海外僑社簡單而廣泛的認知，凡屬

中國血統，具有中國人的意識，在海外擁有永久居留身

份，或持有外國國籍者，皆歸類為華僑。本文所稱『華

人』，係指海內外所有中國人，包括華僑及具華人身份認

同的華裔。倘持短期簽證，在海外從事商務、勞務、留學

或其他暫時性居住之華人，則不列入本文討論的範圍。

另外，在中國邊境國家，居住著諸多「跨國民族」，

如：朝鮮族、哈薩克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當中，

有許多中國移民，但有部份已完全融入當地社會，僅認

同居住國身份。又如韓國，將中國朝鮮族人歸為「在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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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迄今約有二十多萬人先後移民到了韓國，依韓國法

律，即屬於「歸國同胞」。因此，本文未將上述情況的人

口，列入華僑人口的統計。

貳、華僑移民史概述

中華民族移民國外，最早可溯到商周時代。商朝末

年，太師箕子帶領一批遺民逃往朝鮮，被擁為君主。另

外，在南美洲出土的「奧爾梅克文明」（Olmec），可能

來自中國殷商時期（參考文獻：美國 Michael Coe著美洲

的第一文明），被推論是商朝軍民乘竹筏東渡大海，漂流

到南美洲。後來，墨西哥發現一塊「大齊田人之墓」的墓

碑，被後人認為是戰國時期由山東半島放舟美洲的遺跡。

一、秦朝徐福東渡扶桑與日本建國

秦漢時期，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種因素，

移民日本、朝鮮半島及安南（越南）者，史書多所記載。

其中，以秦朝徐福率三千童男女、文武百工東渡日本，不

但司馬遷的史記及東方朔的海內十洲記都有明載，在日本

也有多處有關徐福的遺跡、遺物可考。徐福到達日本，與

日本開國時期的年代相近，兩者相關事蹟相似。日本皇室

傳承下來的開國三寶『劍、銅鏡、勾玉』等皇位繼承的

信物，都是中國秦朝之前的文物。這些文物，突然出現於

當時尚屬新石器時代的繩紋文化（或稱：繩紋時代）的日

本，己可驗證日本建國與徐福之間的密切關係。加上日本

出土的諸多先秦文物，更可論斷徐福東渡日本，是中華民

族海外移民建國的重大史篇。（參考文獻：丁楷恩著 日本

建國史考緒論 1968年 日本中外文苑）

秦朝末年，原戰國時期的齊、楚、韓等國人民，因逃

苦役，從山東半島渡渤海到朝鮮。

二、漢代絲綢之路開啟陸路移民通道

漢武帝年間（公元前158∼87年），張騫奉命出使西

域，成功開拓了絲路之前，巴蜀（現今四川）絲綢已由古

代的西南絲路，流入緬甸並運往印度，成為西南陸路漢人

出國通商通道。緬甸也因漢人帶來先進加工技術，促使其

都城成為紡織業中心。也有部份人經緬甸前往馬來西亞。

張騫之後，公元前99年騎都尉李陵率兵攻打匈奴，因

寡不敵眾被虜。匈奴單于賞識李陵神勇，賜其女為妻。後

來，李陵率部眾移居俄羅斯葉尼塞河上游阿巴坎地區。

三、戰亂與逃難的年代

魏晉南北朝（公元220年至589年）長達三百多年的多

次朝代更迭，歷經三國時代，以及後來歷史上著名的八王

之亂、五胡亂華等長期戰亂，人民結群逃亡。其中，有部

份逃往朝鮮及日本。

隋（公元581至618年）唐（公元618至907年）時期，

中國與日本和朝鮮之間，商貿、文化、宗教等交流，已趨

熱絡，不斷有漢人前往兩國。

五代（公元907至979年）中期，黃巢起義失敗後，諸

多漢人前往印尼蘇門答臘等南洋地區。（參考文獻：朱傑

勤著 東南亞華僑史）

四、宋朝開始南向移民

宋朝（公元960至1279年）時期，不但與高麗（朝

鮮）關係友好，貿易與文化交流頻繁，准許商人赴高麗經

商定居，並開始有商船來往菲律賓。南宋末年，左丞相陳

宣中為逃避元軍（蒙古軍）的追殺，率眾親信及部落逃到

暹羅（泰國），大部份為潮州人。同時，也有許多出海船

民，見真臘國（柬埔寨）米糧、居屋、婦女易得，經商容

易，逃到真臘國安居。（參考文獻：元初使節周達觀著　

真臘風土記）。

元朝1279∼1368，蒙古軍征服蒲甘（緬甸）、吳哥

（柬埔寨）、占婆（越南）與爪哇，後被爪哇擊退。很多

元軍被俘虜，或自願留下來，引進了中國的造船術與造幣

技術。從此，華僑社群及社區的興起，帶動了爪哇及蘇門

答臘的商業發展。

五、明朝華僑移民最盛時期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是華僑移民最盛的時

期。明初雖曾實施海禁，但洪武25年（公元1392年），明

太祖賜閩南人移居琉球，琉球開始有華僑聚居。永樂年間

（公元1403至1424年）明成祖不但放寬海禁，更命鄭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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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從此，許多廣東、福建人開始大量移民印尼、馬來

西亞、泰國、汶萊、菲律賓等南洋地區。

六、清朝南洋華僑致富稱王

清朝（公元1644∼1912年）開始，海外各國已有諸多

大唐街、夫子廟、閩南館等華僑聚居的地方。尤其在南洋

各地，更有許多華僑致富，甚或稱王的事蹟。諸如：婆羅

洲載燕國王吳元盛及昆甸國王羅大都是廣東嘉應人；另有

廣東雷州人鄭玖及其子，統治現越南堅江省一百年。另有

華僑羅芳伯，在婆羅洲島上成立了「蘭芳共和國」。

七、鴉片戰爭後華工湧現美非

鴉片戰爭後，國門大開。航運機動化，提升了海上交

通的速度與安全，華人開始大規模遷徙到世界各地。當

時，英、法、德、葡、西等西方國家，為著對海外殖民地

的資源開發與經濟拓展，大舉興建港口、舖設道路、開採

礦產，以及種植香料、咖啡、甘蔗等各類亞熱帶經濟作

物，需要大量勞工。仍在中國召募自由民工或契約勞工，

前往美洲及非洲各地服勞役。這些華工，恢復自由後，很

大部份用累積的資金，留在當地從事小賣買，經營雜貨或

餐館，奠定了海外華商的雛型。1868年，美國西岸也因開

採金礦及修建鐵路，需要大量勞工，於是與清政府簽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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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商條約，明定華人可以在美國長住或入美國籍，從此

更大開華工赴美方便大門。

同一時期，也有大批由山東、陝西、河北、山西、內

蒙等北方地區的華人，前往俄羅斯遠東地區從事開墾、伐

木、採參，或漁獵等工作。其中，以山東人最多。

八、二戰後歐美解除移民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各國勞動力需求增加，解除

戰前諸多限制移民的政策。其中，英國於1948年國籍法規

定，大英聯邦公民有權移居英國；澳大利亞因地廣人稀，

一些農牧場主要求從中國招募勞工；美國在1943年屏除限

制華僑入籍的排華法案；加拿大也於1947年廢除排華法

令，頒佈新移民法，簡化入籍年限。以上種種開放的移民

政策，使更多華僑前往歐美各國。法國也在戰後，成為華

僑前往意大利、德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

歐洲國家的中轉站。

九、台商與新華僑的崛起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的崛起，

台商開始大舉進軍世界各地，建構華商在海外的另一股

力量。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民營企業繼

台商之後，逐漸走向國際，湧現華商經濟移民的新一輪熱

▲海外華商從早期唐人街經營模式，發展成為紐約華爾街金融中心備受矚目的角色。



潮，使海外華商擴大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擴展與多元化。

尤其是歐、美及澳洲，更成為最熱門的移民目標國

家。美國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華人是最大的移

民來源，而且漢語更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外語。

十、世界華僑人口

根據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的統計資料，在2015年底為

止，全球華僑總數為五千零三萬多人。

其中，逾73.5％僑居亞洲（參閱「五大洲華僑人口分

佈」），而且有68.34％聚集在東盟國家的印尼、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緬甸、菲律賓與越南等七國。全球華僑

92.51％，集中在二十個國家（參閱「華僑二十大僑居國人

數統計表」），只有7.49％分佈在其他一百多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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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洲華僑人口分佈

洲別 華僑人數（萬人） 百分比

亞洲 3,678.85 73.53%

美洲 829.73 16.58%

歐洲 289.87 5.79%

大洋洲 122.76 2.46%

非洲 81.88 1.64%

總數 5,003.09 100％

參‧華商經濟的發展及其互動關係

一、華商的緣起

「華商」一詞，最早出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當時

台灣開始工業化建設，獎勵華僑回國投資。為著加強僑資

的引進，促進台灣本地企業與海外華僑企業的交流合作，

將兩者併稱為「華商」，並於1963年在日本東京舉辦「亞

洲華商國際貿易會議」。這個會議，後來改稱為「世界華

商經貿會議」，「華商」與「世界華商」這個名詞，也開

始被廣泛引用。當時，中國大陸尚未改革開放，台灣成為

凝聚華商力量，促進華人經濟繁榮的重心。而且共同在上

世紀七十年代初，創造了備受矚目的「亞洲四小龍」的崛

起。四小龍當中，除了韓國，其他三小龍的台灣、香港、

新加坡等，都是以華人社會為主的經濟體。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海外及台、港、澳華商成為

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後來，大陸經濟發展的突飛猛

進，大陸成為了海內外華商重要的發展基地。近年來，大

陸民營企業的澎渤發展，海外華商世界裡，多了大陸的一

股波濤洶湧般興起的力量。

二、海外華商興起的類型

海外華商企業的興起，約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大致可

分為下列四種類型︰

1.白手起家：早期的第一代華商，除了原來的華工轉

型營商之外，大多抱著冒險犯難的精神，離鄉背井，白手

起家。憑著勤儉、奮勇、苦幹，從小販、零售、批發、貿

易到開設工廠，逐步建立本身的企業王國。

2.出國深造：這一類型的華商，在歐美各國較為普

遍﹐大部份學有專長，是知識型行業的主要經營者，或從

業者。

3.投資移民：早期以來自台灣、香港及東南亞地區，

事業有成的華商為主，擁有資金、營商的經驗、生產技

術，以及國際市場。近二十年來，加入了大量大陸民營企

業的湧入。

4.華裔華商：教育程度較高，在各方面都有較佳的表

現。以美國為例，華人移民或其下一代，41％以上擁有學

華僑二十大僑居國人數統計表

名次 國家 人數（萬人） 佔全球華僑比率

1 印尼 1,036.3 20.71%

2 泰國 736 17.71%

3 馬來西亞 672 13.43%

4 美國 465 9.29%

5 星加坡 385 7.7%

6 緬甸 265 5.3%

7 菲律賓 165 3.3%

8 越南 160 3.2%

9 加拿大 158 3.16%

10 秘魯 99.1 1.98%

11 澳大利亞 98.6 1.97%

12 柬埔寨 72.2 1.44%

13 日本 61.8 1.24%

14 俄羅斯 61.6 1.23%

15 法國 61 1.22%

16 英國 41.5 0.83%

17 老撾 32.6 0.65%

18 巴西 31 0.62%

19 印度 14.5 0.29%

20 荷蘭 12.3 0.25%

21 其他國家 374.59 7.49%

合計 5,003.0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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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上學位，而全美國大學畢業的人口，平均只有24％。

很多華商的企業，在引進了現代化的技術及管理模式的同

時，下一代的參與，更使其發揚光大。

三、華商的儒商特質

傳統華商當中，大多具有「儒商」的特質。受到中國

儒家文化的影響，奉行的營商思念，帶有深厚的儒家思

維，包括：信用、敬業、忠誠、人本、和諧。尤其在東

亞、東南亞各國以及台灣與港澳地區，成功的企業家，或

多或少都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和氛圍。其影響所及，新一代

的華商，在充份吸收了巿場經濟和現代國際經營模式的同

時，也結合了儒家的美德，滋生新儒商的道德觀念。

四、海內外華商的優勢互補

華商是將中華民族的希望及理想，在海外扎根與延

伸。數十年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華

商，雖然曾經於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政治環境中成長，但

卻也因不同的時空因素，而形成彼此之間優勢互補的有利

條件。尤其，華商之間血脈相連的民族情懷，以及共同傳

承與擁有的文化長河，更促成了彼此密切互動的發展關

係。

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的不斷飛躍發展，並取

得的輝煌成就，其中大多數項目和資金，來自海外及台、

港、澳地區的華商。尤其，更重要的是由華商引進的技術

及管理方面，起了先導、示範、聯動的作用。

未來，海外華商在幫助大陸企業「走出去」，具有獨

特的優勢，也是重要的機動力。海外華商熟悉僑居地國情

與巿場運作規則，對當地巿場發展，有相對準確的判斷和

成熟的商業網絡，可以幫助大陸企業避免盲目投資，消除

文化差異，減少投資摩擦，順利融入當地社會，盡快與國

際接軌。

五、海外華商主要經營產業

世界各國，由於地理環境、天然資源及人力資源的不

同，導致產業結構有異。華商所經營的產業，也由早期以

餐飲、雜貨為主的「唐人街」模式，轉型到目前的百業齊

海外華商經營的行業別

1. 批發零售 21.5％ 11. 工程承包     2％

2. 進出口貿易 15.6％ 12. 旅館           1.4％

3. 餐飲業 12.2％ 13.  金融業            1.8％

4. 製造業 8.8％ 14. 交通運輸 1.6％

5. 旅遊業 6.2％ 15. 木材加工 1.2％

6. 農漁牧業 6.1％ 16. 礦產開探及加工 0.8％

7. 房地產 3.8％ 17. 娛樂休閒 0.8％

8. 電子資訊 3.4％ 18. 機械業 0.6％

9. 專業服務 4.8％ 19. 石化業  0.5％

10. 食品加工 4.1％ 20. 其他 4.1％

2013年海外華商180強財富的主要來源

1. 房地產 19.4％

2. 消費品製造業 15％

3. 金融 15％

4. 商貿業 13.3％

5. 高新技術 12.8％

6. 重化工業 10.6％

7. 農業 6.1％

8. 休閒娛樂 5.6％

9. 建築業 1.7％

10. 其他 0.5%

放。根據世界華商組織聯盟的調查統計，目前海外華商所

經營的行業別，依序如下：

六‧海外華商財富及其主要來源

目前，海外及台、港、澳地區華商所掌握的資金，據

估計約有五萬億美元，相較於2009年中國新聞社世界華

商發展報告所公佈的3.7萬億美元，增加了1.3萬億美元以

上。其雄厚的實力和優越的條件，不僅使他們成為住在國

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成為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的催化劑。根據2013年福布斯（Forbes）的統計資料，海

外華商180強財富的主要來源，依序如下：

七‧結語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已蔚為潮流，企業營運全球化及集

團化的形成，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及產業結構的變化，

必然帶來極大影響與衝擊。尤其華商相對集中的東盟，已

於今（2016）年正式開始運作，中國一帶一路的世紀性倡

議也開始在國際上發酵。這時候，華商經濟社會的進一步

形成與擴大，將產生另一種型態的區域經濟整合效益。

海內外華商的互動，必將開創世界華商經濟更輝煌的

新紀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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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

（萬人）
華人人口
（萬人）

華人佔當地
人口比例

華商主要經營業務

印尼 Indonesia 25,756.4 1,036.6 4.02％ 製造業、資源開發、房地產、金融、貿易、批發零售、服務業、通訊

泰國 Thailand 6,795.9 736 11.12％ 政經、製造業、珠室、食品、農業、餐飲、旅遊、服務業、文教、貿易

馬來西亞 Malaysia 3,033.1 672 22.16％ 農業（棕櫚、橡膠）、製造、貿易、旅遊、餐飲、娛樂、服務業

新加坡 Singapore 556.2 385 69.22％ 金融、貿易、房地產、餐飲、酒店、百貨、運輸、製造業、旅遊、服務業、娛樂

越南 Vietnam 9,171.4 160 1.75％ 製衣、食品加工、農業、餐飲、中藥、服務業

菲律賓 Philippine 10,069.9 165 1.64％ 製造業、交通、運輸、房地產、通訊、貿易、餐飲、旅遊

緬甸 Myanmar 5,389.7 265 4.92％ 礦石開採、製造業、旅遊、房地產、進出口貿易

東埔寨 Cambodia 1,557.8 72.2 4.63％ 房地產、農業、旅遊、木材、紡織、鞋業

老撾（寮國）Laos 680.2 32.6 4.79％ 製衣、化工、金融、酒店、木材

汶萊 Brunei 42.3 6.3 14.89％ 批發零售、貿易、法律服務

日本 Japan 12,682 61.8 0.49％ 貿易、餐飲、娛樂、房地產、酒店、珠寶、雜貨、醫療、電器

韓國 South Korea 5,063.3 9.5 0.19％ 餐飲、雜貨、房地產、旅遊、文教、服務業

蒙古 Mongolia 295.9 0.23 0.08％ 貿易、農牧、建築、礦產

朝鮮 North Korea 2,515.5 0.41 0.016％ 食品加工

巴基斯坦 Pakistan 18,892.5 0.49 0.0026％ 貿易、紡織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3,154 3.67 0.12％ 貿易、房地產、餐飲、旅遊、電子、航空、資訊、金融、礦業

印度 India 131,105.1 14.5 0.01％ 製造業、貿易、運輸、農漁、資訊工程

土耳其 Turkey 7,681.9 4.8 0.0063％ 紡織、成衣、貿易、零售、電子、農牧、旅遊

以色列 Israel 835 0.81 0.10％ 資訊、科技、農技、醫療設備、電子

斯里蘭卡 Sri Lanka 2,087.6 0.41 0.018％ 消費性電子、建材、機械、民生用品、橡膠、塑膠

尼泊爾 Nepal 2,851.4 1.1 0.04％ 紡織、旅遊、農業

阿富汗 Afghanistan 3,252.7 0.06 0.0019％ 製衣、服務、工程

伊朗 Iran 7,910.9 0.05 0.0006％ 批發、零售、工程

孟加拉 Bangladesh 16,099.6 0.092 0.00057％ 成衣、製鞋、食品、自行車

黎巴嫩 Lebanon 464.8 0.04 0.009％ 電機、汽車配件、食品

科威特 Kuwait 389.2 0.41 0.105％ 進出口貿易、零售、工程

阿曼 Oman 449.1 0.31 0.069％ 進口貿易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915.7 1.6 0.175％ 航運、電子電器產品

其他Others 139,305 28.072 0.0067％ 資源開發、農牧加工、貿易、旅遊、餐飲、工程承包與施工、批發零售

合計 416,425.2 3,678.85 0.88％

亞洲其他國家人口及華人人數如下：
．伊拉克 Iraq  3,587萬人／0.01萬人                     ．卡達 Qatar  223.5萬人／0.1萬人                    ．巴林Bahrain  137.7萬人／0.03萬人                     ．不丹 Bhutan  77.5萬人／0.01萬人
．馬爾代夫 Maldives  40.8萬人／0.01萬人             ★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  593萬人／4萬人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1,750.6萬人／0.3萬人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848.2萬人／0.08萬人
★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  537.4萬人／1.2萬人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3,119萬人／2萬人   ．也門 Yamen  2,683.2萬人／0.1萬人                    ．叙利亞 Syria  2,235.1萬人／0.012萬人
．黎巴嫩 Lebanon  464.8萬人／0.02萬人               ．亞美尼亞 Armenia  301.8萬人／0.01萬人         ．阿塞拜彊 Azerbaijan  965.1萬人／0.9萬人          ．格魯吉亞 Georgia  371.6萬人／0.05萬人
．聖誕島Christmas Islands  0.14萬人／0.04萬人      ．東帝汶East Timor  123.9萬人／0.5萬人  

★：該國華僑人口大部份為邊疆跨境民族，並已融入當地社會。

美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

（萬人）
華人人口
（萬人）

華人佔當地
人口比例

華商主要經營業務

美國 America 32,119.1 465 0.43％ 房地産、金融、餐飲、旅館、零售、科技、服務業、紡織、交通、運輸

加拿大 Canada 3,588.3 158 0.25％ 紡織、食品、餐飲、傢俱、金融、旅遊、電腦、進出口貿易、超巿、花卉、運輸

巴西 Brazil 20,784.8 31 0.64％ 製造業、批發、零售、旅館、餐飲、服務業、進出口貿易及組裝、房地產

墨西哥 Mexico 12,701.7 6.2 0.28％ 紡織成衣、電子電器、餐飲、貿易、服務業

阿根廷 Argentina 4,341.7 11.5 0.27％
超巿、餐飲、貿易、旅遊、漁業、海運、房地產、旅館、輕工、農牧、電子及汽車零
件

祕魯 Peru 3,137.7 99.1 0.19％ 餐飲、貿易 、船務、旅遊、房地產、海產加工、木材、零售

巴拿馬 Panama 392.9 14.6 0.035％ 超商、雜貨、餐飲、農場、五金、貿易 、服務業

貝里斯 Belize 34.0844 1.1 0.44％ 建材、五金、雜貨、房地產、餐飲、旅館、電子產品、手工藝品、農場

委內瑞拉 Venezuela 3,110.8 12 0.058％ 進出口貿易、雜貨、小超巿、餐飲、製造業、礦業

多明尼加 Dominican 1,052.8 2.21 0.43％ 進出口貿易、紡織、建材、塑膠、雜貨、旅館、農業、服務業

智利 Chile 1,794.8 2.1 0.25％ 進出口貿易、雜貨、成衣批發零售、餐飲、木材、旅遊

哥倫比亞 Colombia 4,822.9 0.96 0.64％ 餐飲、雜貨、貿易、食品、成衣、製鞋、塑膠、釀酒

薩爾瓦多 Salvador 612.7 0.21 0.034％ 進口貿易、批發、雜貨、百貨、餐飲、電腦、娛樂、旅遊

瓜地馬拉 Guatemala 1,634.3 2.03 0.124％ 進口、雜貨、超巿、餐飲、運輸、化工、製冰、咖啡

宏都拉斯 Honduras 807.5 0.421 0.052％ 餐飲、雜貨、電機、建材、零售、食品

尼加拉瓜 Nicaragua 608.2 0.215 0.035％ 紡織成品、貿易、百貨、旅館、服務業、農牧業

巴拉圭 Paraguay 663.9 0.51 0.077％ 百貨、雜貨、餐飲、化工、紡織、塑膠、食品、旅遊、服務業

2015年12月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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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

（萬人）
華人人口
（萬人）

華人佔當地
人口比例

華商主要經營業務

巴哈馬 Bahamas 38.8 0.091 0.24％ 餐飲、雜貨、貿易、服務業

古巴 Cuba 1,139 0.61 0.054％ 貿易、雜貨、餐飲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480.8 4.85 1.01％ 貿易、雜貨、餐飲

厄瓜多 Ecuador 1,614.4 2.81 0.174％ 貿易、雜貨、餐飲、服務業

牙買加 Jamaica 273 3.8 1.39％ 零售、餐飲、服務業

其他Others 54,667.77 10.41 0.019％ 餐飲、雜貨、農漁業、服務業

合計 150,421.95 829.727 0.551％

美洲其他國家人口及華人人數如下：
．危地馬拉 Guatemala  1,634.3萬人／2.4萬人     ．伯利茲 Belize  35.9萬人／1萬人                                       ．波多黎各Puerto Rico  354.6萬人／0.7萬人
．聖馬丁Saint-Martin  8.5萬人／0.1萬人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136萬人／0.3萬人  ．安提瓜和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9.2萬人／0.1萬人
．阿魯巴 Aruba  10.4萬人／0.2人                     ．巴巴多斯 Barbados  28.4萬人／0.05萬人                            ．庫拉索 Curacao  15.7萬人／0.06萬人
．多米尼克 Dominica  7.3萬人／0.02萬人          ．格林納達 Grenada  10.7萬人／0.01萬人                             ．海地 Haiti  1,071.1萬人／0.02萬人
．聖盧西亞Saint Lucia  18.5萬人／0.01萬人       ．玻利維亞 Bolivia  1,072.5萬人／0.3萬人                            ．巴拉圭Paraguay  663.9萬人／0.6萬人
．烏拉圭Uruguay  343.2萬人／0.03萬人            ．圭亞那 Guyana  7.67萬人／0.1萬人                                   ．法屬圭亞那 French Guiana  22.2萬人／0.4萬人 
．蘇里南 Suriname  54.3萬人／4萬人                ．聖基茨和尼維斯 Saint Kitts and Nevis  5.6萬人／0.01萬人

歐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
（萬人）

華人人口
（萬人）

華人佔當地
人口比例

華商主要經營業務

奧地利 Austria 857 3.3 0.39％ 餐飲、雜貨、貿易、旅遊、電腦、石化、食品加工、服務業

捷克 Czech 1,053.4 0.51 0.048％ 電腦及通訊器材之組裝、銷售及維修服務、百貨、貿易、餐館、旅遊

德國 Germany 8,093 16 0.20％ 電腦、電動車、生技、貿易、餐飲、批發、零售、運輸

法國 French 6,647.7 61 0.92％ 餐飲、電子、珠寶、旅遊、服務業、花卉、成衣、貿易、批發零售

意大利 Italian 6,077.2 26.6 0.44％ 批發、貿易、成衣、皮革加工、餐飲、電子、服務業

比利時 Belgium 1,130.1 18 1.59％ 餐飲、電腦、服務業

西班牙 Spain 4,646 16.3 0.35％ 餐飲、貿易、零售、食品、旅遊、成衣、製鞋

瑞典 Sweden 976.6 2.9 0.30％ 電腦、餐飲、批發、零售、服務業

荷蘭 Netherlands 1,691.7 12.3 0.73％ 雜貨、貿易、旅遊、電腦、石化、物流、花卉

葡萄牙 Portugal 1,035.8 1.9 0.18％ 餐飲、進出口批發、旅遊、健康食品

芬蘭 Finland 548 0.58 0.11％ 餐飲、車扣、貿易、通訊、服務業

匈牙利 Hungary 983.1 3.1 0.32％ 餐飲、日用品、批發零售、旅遊、電腦、鞋類、紡織品

愛爾蘭 Ireland 464.9 9.8 2.11％ 食品雜貨、旅遊、貿易、餐飲、電腦

波蘭 Poland 3,799.2 0.36 0.01％ 電腦、餐飲、雜貨

俄羅斯 Russian 14,381.4 61.6 0.43％ 貿易、旅遊、電腦、日用品、批發、零售

瑞士 Swiss 826.5 2.1 0.25％ 餐飲、旅遊、電腦、金融服務

英國 England 6,495.5 41.5 0.64％ 餐飲、雜貨、貿易、製造業、金融服務、電腦、旅遊、運輸、物流

丹麥 Denmark 566 1.56 0.28％ 電腦、餐飲、貿易、批發零售、服務業

挪威 Norway 519.7 1.42 0.27％ 餐飲、雜貨、旅遊

希臘 Greece 1,084 2.1 0.19％ 貿易、珠寶、旅遊、餐飲、雜貨

羅馬尼亞 Romania 1,976.5 0.7 0.035％ 貿易、木材、旅遊、雜貨

盧森保 Luxembourg 56.5 0.25 0.44％ 金融服務、餐飲、貿易

其他 Others 10,340.2 5.985 0.058％ 貿易、雜貨、餐飲

合計 74,250 289.865 0.39％

歐洲其他國家人口及華人人數如下：
．白俄羅斯 Belarus  944.8萬人／0.2萬人               ．烏克蘭 Ukraine  4,515.7萬人／2萬人                 ．愛沙尼亞 Estonia  131.1萬人／0.015萬人
．拉脫維亞 Latvia  198.4萬人／0.01萬人               ．立陶宛 Lithuania  291.5萬人／0.05萬人             ．摩爾多瓦 Moldova  355.1萬人／0.01萬人
．斯洛伐克 Slovakia  542.3萬人／0.3萬人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3.8萬人／0.005萬人   ．克羅地亞 Croatia  422.3萬人／0.15萬人
．保加利亞 Bulgaria  717.1萬人／0.2萬人             ．阿爾巴利亞 Albania  290.1萬人／0.5萬人          ．安道爾 Andorra  7萬人／0.01萬人
．波黑 Bosnia And Herzegovina  377萬人／0.3萬人  ．馬斯頓 Macedonia  204萬人／0.005萬人            ．黑山 Montenegro  62.2萬人／0.05萬人
．聖馬里諾 San Marino  3.2萬人／0.01萬人           ．塞爾維亞 Serbia  709.7萬人／2萬人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206.4萬人／0.08萬人
．摩納哥 Monaco  3.8萬人／0.01萬人                   ．冰島 Iceland  33萬人／0.08萬人



大洋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
（萬人）

華人人口
（萬人）

華人佔當地
人口比例

華商主要經營業務

澳大利亞 Australia 2,349.07 98.6 4.14％ 房地產、貿易、餐飲、服務業、旅遊、電子

紐西蘭 New Zealand 454.8 18.2 4.00％ 漁產、漁船代理、服務、零售

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746.358 1.6 0.021％ 農業、房地產、餐飲、旅遊、旅館、購物中心、食品加工、 木材、服務、高爾夫球場

帛琉 Palau 2.1 0.12 5.71％ 旅館、餐飲、漁業、房地產、旅遊

斐濟 Fiji Islands 88.65 0.68 0.76％ 餐飲、雜貨、服務、林業、漁牧業

關島 Guam 17 0.4 2.35％ 百貨批發、房地產、旅館、餐飲、旅遊、進出口、免稅店、保險、漁業、醫葯

薩摩亞 Samoa 19.3 0.03 0.16％ 雜貨、餐飲、服務、境外控股

東加 Tonga 10.6 0.1 0.94％ 餐飲、食品、百貨、建築、水產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 5.3 0.05 0.94％ 餐飲、超巿、批發、建材、旅館、汽車代理及出租

萬那杜 Vanuatu 24.7 0.21 0.83％ 雜貨、餐飲

索羅納群島 Solomon Island 53.1 0.18 0.34％ 批發、零售、旅館

大溪地（法屬波里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 28 2 15.19％ 餐飲、雜貨、貿易、輕工業、農業、養殖業

其他Others 33.168 0.59 1.779％ 農業技術、農漁業、旅遊、雜貨

合計 3,828.318 122.76 3.21％

大洋洲其他國家人口及華人人數：
．基里巴斯 Kiribati  11.2萬人/0.005萬人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10.4萬人/0.005萬人        ．諾魯 Nauru  1.5萬人/0.08萬人
．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  24.9萬/0.5萬人（大部份為華裔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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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

（萬人）
華人人口
（萬人）

華人佔當地
人口比例

華商主要
經營業務

埃及 Egypt 9,150.8 1.1 0.012％ 製衣、雜貨、餐飲、旅遊

奈及利亞 Nigeria 18,220.2 2.48 0.014％ 食品超巿、電器、雜貨、機汽車、零件、餐飲

賴索托 Lesotho 213.5 0.26 0.12％ 製衣、雜貨、餐飲

史瓦濟蘭 Swaziland 128.7 0.12 0.093％ 紡織、製衣、塑膠製品

馬拉威 Malawi 1,721.5 0.11 0.006％ 農場、農產品、加工、紡織、餐飲、雜貨

模里西斯 Mauritius 126.5 3.6 2.85％ 批發零售、貿易、金融、專業人士、商務代理

南非 South Africa 5,476.7 28.4 0.52％
紡織及製衣、塑膠、電子、皮革、寶石加工、木材、小百貨、食品、批發零售、金
融、製衣

留尼旺 La Reunion 83 3 3.62％ 餐飲、雜貨、房地產、貿易

迦納 Ghana 2,741 0.06 0.0022％ 鋼鐵、木材、餐飲、貿易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2,423.5 2.6 0.11％ 漁業、養殖、餐飲、雜貨

安哥拉 Angola 2,502.2 8 0.32％ 工程承包、建築、貿易、輕工業、物流、其中80％華人為勞工

尼日利亞 Nigeria 18,220.2 6 0.033％ 貿易、批發零售、陶瓷、紡織、餐館、石油、工程、飼料

肯尼亞 Kenya 4,605 0.98 0.021％ 餐飲、貿易、旅遊、資訊、房地產、海產

蘇丹 Sudan 4,023.5 3.6 0.09％ 道路及鉄路工程、房地產、醫藥、汽車、餐飲、雜貨、石油其中90％以上為中資勞工

埃賽俄比亞 Ethiopia 9,939.1 6 0.060％ 貿易、批發、餐飲、建築及電訊工程（90％以上為中資企業派駐員工）

其他 Others 23,677.897 15.57 0.027％ 貿易、餐飲、雜貨、農漁業

合計 103,253.297 81.88 0.079％

非洲其他國家人口及華人人數：
．厄立特里亞 Eritrea  522.8萬人/0.0200萬人                  ．盧旺達Rwanda  1,161萬人/0.02萬人                                      ．塞舌爾 Seychelles  9.2萬人/0.07萬人
．索馬里 Somalia  1,078.7萬人/0.02萬人                       ．利比亞Libya  627.8萬人/0.05萬人                                         ．摩洛哥 Morocco  3,437.8萬人/0.03萬人
．突尼斯Tunisia  1,111.7萬人/0.03萬人                         ．查得Chad  1,403.7萬人/0.04萬人                                          ．中非Central Africa  490萬人/0.03萬人
．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   84.5萬人/0.05萬人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19萬人/0.03萬人   ．博茨瓦納 Botswana  226.2萬人/1.5萬人
．科摩羅 Comoros  78.8萬人/0.01萬人                          ．萊索托Lesotho  213.5萬人/0.5萬人                                        ．馬拉維 Malawi  1,721.5萬人/0.1萬人
．納米比亞Namibia  245.9萬人/0.3萬人                        ．斯威士蘭 Swaziland  128.7萬人/0.025萬人                             ．津巴布韋 Zimbabwe  1,560.3萬人/0.3萬人
．貝寧 Benin  1,088萬人/0.1萬人                                 ．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  1,810.6萬人/0.015萬人                      ．佛得角 Cape verde  52.1萬人/0.2萬人
．科特迪瓦 Cote Divoire  2,270.2萬人/0.08萬人              ．剛比亞 Gambia  184.4萬人/0.02萬人                                      ．幾內亞比紹Guinea Bissau  15萬人/0.02萬人
．利比里亞 Liberia  450.3萬人/0.02萬人                       ．馬里塔尼亞Mauritania  322萬人/0.1萬人                                 ．尼日爾 Niger  1,989.9萬人/0.02萬人
．塞內加爾 Senegal  1,512.9萬人/0.03萬人                    ．基拉利昂 Sierra Leone  645.3萬人/0.02萬人                             ．布隆迪 Burundi  1,117.9萬人/0.02萬人
．吉布提 Djibouti  88.8萬人/0.02萬人                          ．幾內里 Guinea  1,260.9萬人/0.2萬人                                       ．馬里 Mali  1,760萬人/0.1萬人
．坦桑尼亞 Tanzania 5,347萬人/0.08萬人                      ．烏干達 Uganda  3,903.2萬人/0.3萬人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3,966.7萬人/3萬人
．喀麥隆 Cameroon  2,334.4萬人/0.2萬人                      ．剛果 Congo  462萬人/0.6萬人                                               ．加蓬 Gabon  172.5萬人/0.2萬人
．多哥 Togo  730.5萬人/6萬人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2,797.8萬人/0.3萬人                             ．贊比亞 Zambia  1,621.2萬人/0.5萬人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3,966.7萬人/0.3萬人

參考及根據資料
 1． 世界銀行2016年公佈之2015年世界人口統計
 2．《華僑經濟年鑑》  僑務委員會  2010至2014年版
 3．《華僑華人百科全書》  中國華僑出版社
 4．《華僑華人藍皮書》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2014
 5．《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華商經濟調研檔案》  2015年
 6．《世界華商發展報告》  中國新聞社



對
英國跟歐盟來說，2016年6月23日是歷史性的一刻，

脫歐派以51.9％的得票率贏過留歐派的48.1％，確定

英國將離開歐盟。這是英國現代史上最具戲劇性的24小時

之一。

脫歐結果創下全球股市失血3兆美元

英鎊暴跌10％至31年低點，創下有史以來最大單日

跌幅。全球股市在跨過一個周末，即失血合計超過3兆

美元，2個交易日所蒸發市值遠超過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

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創史上最高紀錄。歐洲股市下跌

7％，是2008年以來最慘重的損失。美國股市成交量超過

130億股，是今年最高紀錄。日元兌美元短暫升破100大

關。美國國債收益率創下4年多來最大跌幅，金價突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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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司1300美元關口。根據彭博編纂的億萬富豪指數，英國

脫歐導致全球400大富豪光是投票後一天（6月24日）就損

失1,270億美元，這些億萬富豪的總淨值減少3.2％，總額

降至3.9兆美元。

英國難逃全面衰退的結果

英國財政部在公投舉行前曾預估，脫歐每戶家庭須付

出4300英鎊的代價，國家稅收會出現300億英鎊缺口，必

須提高所得稅與遺產稅以彌補，且房價在2018年前恐下跌

18％。此外，英國募資成本會變高，因為較低的展望評等

意味政府借貸成本將會更高，長期將導致教育、醫療以及

基礎設施的預算投入減少。

《經濟學人》智庫認為，未來18個月，英國脫歐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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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投開票結果，脫歐派以51.9％的得票率贏過留歐派的48.1％，確定英國將離開歐盟。英
國脫歐打破了二戰後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英國政治、經濟與貿易的不確定性，會造成企業投資、

民眾消費觀望，對全球經濟成長不樂觀。

英國脫歐（Brexit）面面觀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世界造成2000億美元損失。英國財政部估算，脫歐後短期

內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將縮水3.5％，長期可能拉低

GDP1.5個∼9.5個百分點。 

國際信評機構標準普爾（S&P）預估，脫歐將使英

國在明年折損1.2％的經濟成長率，2018年成長率也會減

少1.0個百分點。標準普爾估計，英國明年國內生產毛

額（GDP）成長率將下降到1.5％，2018年成長率則只有

0.9％。這些數據係假設明後兩年英國保留進入歐洲單一市

場的管道，以及英國央行設法控制住金融市場動盪。

英國可能2019年年底才會脫離歐盟

「Brexit」在公投中的過關，是歐盟統合史上，第一

個終止會員國地位的國家，但並不代表英國在歐盟的身分

就將「即刻消失」，在承接民眾意志之後，英國政府還得

與歐盟當局展開尷尬而漫長的「退出談判」，就像加入歐

盟一樣有申請表格要填、審查機制要通過，還要取得歐洲

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的同意，脫歐也有一定的退出程序需要

遵循-《歐盟條約》第50條「退出機制」。

《歐盟條約》（Trea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亦稱為里

斯本條約），在第50條中明確規範了會員國的「退出機

制」。根據該法條，會員國在決定放棄會員資格後，必須

向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正式表達

退出意願，爾後由歐盟理事會（由27個會員國部會首長組

成；不包含脫歐國家）代表整體歐盟，在兩年限期內與欲

脫歐之會員國進行退會事項的磋商與談判；所有磋商結果

亦必經過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的同意與表決。

如果英國在兩年內如期完成協商，兩年之後所有歐盟

條約與法規將即刻失效；兩年期限一到，若談判未果，歐

盟理事會可決定是否延長談判期限，哪怕是加長5年、10

年，踏上「不歸路」的英國無論如何都要完成退會步驟，

才能「完全脫歐」。

據了解，英國部分內閣閣員私下透露，英國可能明年

底才會啟動這項程序，也就是說，英國可能2019年年底才

會脫離歐盟。原因也還包括公務員必須費力執行相關作

業，以及法國、德國明年的選舉可能導致脫歐談判展開的

時間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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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流程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
英國知會歐盟，啟動歐盟條款的第50條

兩年的
時限開
始計算 

歐盟其餘27國齊聚討論英國退出
事宜

英國與歐盟開始協商

27國擬定解決草案給歐盟委員會

解決草案須獲人口
占65%的至少20國
批准

歐洲議會
批准

兩年期限屆滿後，能在27國都同意
的情況下，進一步延長協商

若未能針對延協商達成共識，歐盟條
約將不再適用於英國

英國國會需廢止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以新協議取代

英國退出歐盟

若英國想重返歐盟，須和其他國家
一樣提出申請

資料來源:BBC

英國公投凸顯歐盟制度的潛在問題

這場公投也凸顯出歐盟的潛在問題。歐洲正因經濟疲

軟、債務問題、大規模移民以及南部和東部地緣政治局勢

日益動盪而陷入困境。英國決定退出歐盟，將加劇歐洲大

陸面臨的危機。

對歐盟來說，英國脫歐後，歐盟經濟將會規模變小

（英國是歐盟經濟大國）、政治影響力減弱（英國是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軍事行動能力下降（英國是歐盟

國家中最有軍事行動能力與經驗的國家）；對德國而言，

就如梅克爾常說的：「少了英國，歐盟就不完整」，況且

德英貿易量可能下滑，讓德國企業愁眉苦臉；對法國來

說，歐盟體系中「法德英三駕馬車」的結構將因少了英國

而崩潰，更糟糕的是，法國「聯英制德」的統合戰略亦將

瓦解；對美國來說，「英美特殊關係」讓英國成為美國在

歐利益的捍衛者，少了英國，美國在歐之政、經、軍戰略

的推行將面臨更多障礙。

英國脫歐（Brexit）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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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後英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國際貨幣基金（IMF）等經貿組織和財經專家，美國

總統歐巴馬、德國總理梅克爾等世界領導人先前均警告，

脫離歐盟將對世界第5大經濟體英國造成傷害，憂心衝擊

貿易。脫歐之後，英國將自動喪失與歐盟其他國家自由貿

易的權利。歐盟目前占英國出口額約45％，在服務業所占

的比重更大。

原先暢通無阻的對歐貿易，此後將恢復關稅制度，使

英國商品處於劣勢；而在停止適用歐洲單一市場「人員、

商品、勞務、資金」四大自由流通後，英國失業人口將暴

增300萬。再者，倫敦金融龍頭地位，將因歐盟大金融機

構的撤離，而拱手讓給巴黎或法蘭克福，也因此專家預

測，脫歐後的英國國內的生產毛額（GDP）將在2030年萎

縮20％。

英國投資與就業恐受害。許多美國企業在英大舉投

資，做為前進歐洲其他地區的門戶；而其他歐盟國家2014

年流入英國的金額高達4960億英鎊，幾近外資的一半。英

國官員之前指出，如果脫歐，恐怕有82萬份工作將流失。

包括摩根大通（JPMorgan）等多家跨國企業已暗示，可能

將一些工作機會轉移到英國以外地區。

居民遷徙是另一項挑戰。歐盟核心原則之一是人民的

自由移動，支持脫歐者認為，脫歐可讓英國決定哪些移民

可入境。但目前住在英國約300萬其他歐盟國家人民的地

位將受到影響，而居住在其他歐盟國家的120萬英國人民

的自由旅行與享有健康照護資格恐被取消。

移民也是這次公投的主要議題，許多人將這次公投視

為移民公投，難民問題不但造成英國經濟的負擔，歐洲難

民潮也引發社福支出增加和治安等疑慮。英國確定離開，

面對70年來最嚴重難民危機的歐洲，將從此開啟動盪時

刻。難民問題已使得部分民粹政黨支持度上升，助漲疑歐

派的聲勢。

日本安倍政府的噩夢

許多日本企業在英國設立據點，因為英國是歐盟的門

戶，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將使英國對日本企業投資的吸引

力下降。

日本有1000多家企業在英國投資，每年在英國的投資

總額超過1兆日圓。許多日本汽車公司在英國設廠，生產

的汽車出口到歐洲其他地方。英國脫歐將使這些公司失去

歐盟的優惠關稅和通關待遇，衝擊很大。例如，豐田汽車

英國廠出產的汽車，有90％外銷。由於英國汽車總產量有

半數以上是由日產、豐田及本田在當地的廠房所生產，且

出口量有半數以上銷往歐盟，日產汽車在英國投資37億英

鎊，雇用8000人。可見英國脫歐對日本汽車業者的衝擊。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指出，英國脫歐後將喪

失過去享有的歐盟貿易優惠，導致在英國製造的日本汽車

業者零件成本增加。分析家說，英國一旦脫歐，英鎊和歐

元匯率可能重貶，避險需求將導致外資大買日圓造成日圓

升值，影響日本出口和觀光業收入。這會是日本安倍政府

的噩夢。

損及中國深化與歐洲關係的努力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憂心英國脫歐將損及中國深

化與歐洲關係的努力。英國是中國近年對歐洲直接投資最

多的國家，兩國關係也更緊密，英國是第一個成為亞投行

創始會員國的西方國家。

英國脫離歐盟可能使金融市場恐慌，導致中國資本外

流，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挑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管

理。長期來看，英國脫歐可能影響中國對待歐盟的策略，

在沒有英國支持的情況下，中國將在歐盟失去影響力。專

家表示，沒有英國的歐盟可能會對中國採取更為保護主義

的態度，增加未來中國與歐洲合作的困難程度，一些已經

在英國建立總部或分公司的中國公司或許將不能再享有歐

洲市場的免稅優惠。英國脫歐會如何影響中國的投資和企

業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些都取決於英國和歐盟

談判的結果。

但另一方面，英國脫歐也可能推動中歐和東歐國家加

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有利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中

國「一帶一路」戰略中，有個重要的戰役要進行，就是人

民幣國際化。英國脫歐將拖延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去年

底，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攬子貨幣計畫，中

國正推動和主要貿易合作國實現人民幣結算的政策。在英



 第三十一期∣2016∣華商世界 23

國脫歐之前，倫敦已經成為僅次於香港

的第二大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

英國脫歐對科技、新創的衝擊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還在起步階段的

新創。倫敦為歐洲的新創大本營，有18

間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新創於英

國創立。作為歐盟會員國，不僅讓英國

科技公司自由接觸 5 億名歐洲大陸消費

市場，同時也讓歐洲科技人才享免簽自

由移動，然而一旦脫歐，過去身為歐盟

會員國的種種優勢將不再。

此外，脫歐後，英國科技產業在招

募人才上將更為困難。英國科技人才嚴

重短缺，為因應此，英國過去對國外科

技人才採嚴格的簽證限制，也在去年重新檢討，計畫對外

來人才進入英國工作採更開放的標準。除此之外，歐盟因

為免簽政策造就的大型人才庫，也是英國科技產業重要的

招募管道之一，一旦脫歐，英國被排除在外，加劇英國科

技人才短缺的現象。

創投公司是新創起步階段的重要資金來源，而脫歐可

能傷害英國科技新創的信貸額度。目前英國最大的創投

公司為盧森堡的歐洲投資基金（The European Investment 

Fund），據了解脫歐恐讓該公司停止投資英國企業。在

此之前，許多產業投資和合約也在公投結果出現前暫停投

資，顯示創投公司的確將脫歐風險納入考量，脫歐除了阻

礙人才流動，也將被歐盟市場隔離，兩個因素皆會阻礙新

創未來發展。

對科技產業來說，不論是消費者和用戶的數據，或是

員工的機密紀錄，都牽涉到資料監管，一旦脫歐後，英

國將考慮要延用歐盟的資料監管制度，或建立新的監管

架構。目前英國和歐盟的資料監管緊密結合，由歐盟發

布的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預計在2018年實施，其中歐盟裁定公民有

「遺忘權」，可要求 Google 等搜尋引擎刪除有關自己的

連結，也引起英國人民對歐盟介入網路審查的疑慮。儘管

在網路資料監管上英國可建立自己的監管制度，但從網路

走到實體，只要英國企業於歐盟國家開設辦公室，還是得

遵守當地規範。

目前，歐盟的商標註冊為同一體系，未來專利註冊也

計畫採同樣做法。例如，歐洲硬體企業僅要在盧森堡登記

專利，即可享有整個歐盟地區的保護。然而脫歐後，英國

企業將更難以在歐盟國家享有智慧財產權保護，同樣的，

其他歐盟國家也將被排除在英國的智慧財產權保戶外。

英國與歐洲百餘年來的分合

位於歐洲大陸之外的英國雖然是歐盟一員，由於歷史

及地緣因素，雙方總是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不是

英國第一次考慮脫離歐洲組織，英國在1975年也曾舉行過

類似的公投，英國與歐洲近百餘年來也是分合不斷。

紐約時報指出，英國脫歐對全球造成的歷史性影響，

就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全球經濟持續邁向自由化與開

放的方向開始逆轉。北美自貿協定、歐元區、大陸加入世

貿組織都是這股潮流下的產物，但英國脫歐顯示歐洲和美

國大批選民開始質疑這套全球經濟體系對他們是不是有

益，並把他們的不滿投向歐盟和華府當局。這可能是二戰

後美國打造的全球秩序開始瓦解的徵兆。華

▲長期來看，英國脫歐可能影響中國對待歐盟的策略，在沒有英國支持的情況下，中國將在歐

盟失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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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壯乘著阿波羅11號，寫下人類成功登陸月球，在月球地表踩下腳
印的歷史。今日，各國競相開發月球、探測火星，尋求稀有礦物資源，連同私人企業也相繼加入戰

局。

中
國「嫦娥三號」月球探測器自2013年12月成功著陸

月球之後，已經在月球停留超過兩年半時間，創下

在月球表面工作時間最長的世界紀錄。截至目前，嫦娥三

號獲得的大量數據已經形成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多項

都屬於世界首次，並獲得國際同行的認可。

中國「嫦娥三號」揭「廣寒宮」神秘面紗

「嫦娥三號」上一共有8個科學設備，陸續開展「測

月、巡天、觀地」的科學探測：第一類用來觀察月球，主

要設備包括全景相機、地形地貌相機、測月雷達等；第二

類是用來觀測宇宙，主要由月基光學望遠鏡承擔；還有一

類是觀察地球周圍的等離子層，也就是極紫外相機。

「嫦娥三號」獲取了大量科學數據，研究人員在月球

淺表層地質結構、月基天文觀測、地球等離子體觀測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科學研究成果，完成首幅月球地質

剖面圖、首次天體普查、首次獲得地球等離子體層圖像。

由「嫦娥三號」登月探測器拍攝的月球照，外國媒體稱讚

「迄今為止最清晰照片之一」。

中國「天宮二號」成為唯一太空實驗站

此外，中國的太空中心「天宮二號」已於九月十五日

發射成功；這次任務是將配合10月升空的「神舟十一號」

載人太空船對接，且未來「天宮二號」將成為唯一「供太

空人生活」的太空實驗中心。「天宮二號」將會是中國第

一個可供太空人暫住30天太空基地，本次任務會有：與10

月升空的載人太空船「神州十一號」太空船對接，考核驗

證太空人駐留，也能針對測試太空維修實驗，提供經驗。

另於2017年4月升空的「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對接後，驗

證推進劑補加等關鍵技術。

全球首顆量子通訊衛星成功發射

中國8月將世界首顆量子通訊衛星成功送入地球同步

軌道，據稱將可確保中國在未來的通訊免於駭客攻擊與竊

聽。這顆衛星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搭載的「金鑰技術」將

使中國在資訊安全領域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在駭客橫行、

資訊洩露猖獗的時代，量子科學為資訊安全提供了「終極

武器」。在當今這個網絡間諜大行其道的時代，憑借此次

外太空的國際競賽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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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中國還將在獲得一項令人高度垂涎的資產方面取得

遠遠領先於其全球競爭對手的優勢。這項資產就是：防駭

客通訊技術。

十三五國家科創規劃出爐，升空是必要選項

中國國務院 2 2個國家重點專項規劃之一的

《「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8月也出爐，建立空間

站、持續嫦娥「飛天」計畫，也啟動火星探測，並研製重

型運載火箭等項目明載目標。可見中國對於外太空的世

界，也積極參與。

美國月球資源探測計畫

 美國多年來積極發展太空計畫，根據美國航空暨太

空總署（NASA）的規劃，就是要在月球建立可供太空人

生活的據點，做為進軍火星，以及火星以外太空的前哨基

地，也就是太空探索計畫。

要在月球建立可供太空人生活的據點，主要取決於月

球上有沒有水，根據NASA所言，太空人在月球上生活需

要水，植物生長也需要水，水還可分解成氧和氫，供呼吸

和製造火箭燃料。水對阻擋太空輻射也非常有效，月球基

地如果有一公尺左右的水環繞，有助於保護登月人員免受

太陽耀斑和宇宙射線的照射。

月球資源探測計畫（Resource Prospector Mission , 

RPM）因此而生，計畫以無人登月

小艇在月球的南北兩處極地區域，

以及位在兩極隕石坑內陽光無法照

射到的永久陰影中，探測尋找有無

水或冰的存在，並以登月小艇內的

系統設施直接進行分析，做為太空

人重返月球的準備。

台美聯合開發無人小艇計畫

美國計畫在2022年將無人小艇

送上月球，進行尋找水及冰的「月

球資源探測計畫（RPM計畫）」。

NASA看中台灣科技實力，決定聯

手開發具有在月球表層探測、分析物質能力的無人登月小

艇，目前雙方已簽訂合作協議，台灣預計在2018年底前交

貨。

無人登月載具是由推進系統、探測器、採樣器、分析

酬載儀器等系統共同組成，並有太陽能發電及照明、資訊

傳輸等系統。其中，推進系統是由NASA負責，其他系統

主要是由台灣中科院執行。

以無人登月載具在月球探測水或是冰的資源，要利用

載具上配備的探測器，用中子與近紅外線的規格，在月球

表層探測尋找有無含氧的物質，在發現可能含氧物質後，

無人登月載具就在該物質的上方定位下來，載具此時將伸

出鑽頭，往下挖掘一公尺深的核心樣本，挖掘出來的樣本

則送入載具內的分析酬載儀器，透過加熱使其揮發，分析

這些揮發物中含的物質及數量，分析後的相關數據可以即

時傳輸到NASA。

歐俄攜手，探月球極地

依據英國媒體報導，歐洲太空總署（ESA）將和俄羅

斯聯邦太空中心（Roscosmos）合作，於5年內發射月球登

陸器飛抵月球南端，為人類永久駐紮月球計劃邁出第一

步。

ESA登月計劃可望在2016年底獲得歐盟認可通過。莫

斯科太空研究中心科學家米特羅凡諾夫（Igor Mitrofanov）

外太空的國際競賽

▼NASA看中台灣科技實力，決定聯手開發具有在月球表層探測、分析物質能力的無人登月小艇，目
前雙方已簽訂合作協議，台灣預計在2018年底前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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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必須上月球。21世紀將是人類設立（月球）永

久前哨站的世紀，而俄國必須參與其中。」 歐洲與俄國合

作的無人月球登陸器名為「Luna 27」。和1960、70年代登

月技術不同的是，「Luna 27」擁有更先進導航系統，可準

確登陸目的地、月球南極。 

「Luna 27」同時配有鑽測器，可鑽至距離地面2公尺

深蒐集樣本。ESA科學家表示，為防岩石太過堅硬，鑽測

器必須擁有強力鑽洞及敲打力，目前正在進行相關研發。

此外，登陸器上還將會設有小型的實驗室「ProSPA」，採

集樣本後第一時間就能分析是否含有水、氧及燃料等重要

物質。 

日本跨出登月大步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表示，日本

將在2019下半年發射首個無人登月探測器SLIM。三菱電

機將負責製造這個探測器的主體部分，開發費用180億日

元，力爭著陸誤差控制在100公尺。但JAXA還提出未來開

發月球的構想，例如建立月球基地、開採月球礦產等。

因此，日本在2019年發射的月球著陸器僅是這個計劃的開

始。

日本登陸月球的計劃剛出爐，就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因為搶食月球的國家又多了一個。從目前的登月進程看，

美國第一名，毋庸置疑，繼承蘇聯衣缽的俄羅斯一直想登

月，可是沒有足夠經費。中國已實現月球軟著陸，將「玉

兔號」月球車留在月面探測。歐洲卻主要依靠美國宇航局

的航天計劃才能在月球探測中稍有存在感。

日本的探月任務與美國和俄羅斯有很大不同，美國國

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1969年實現載人登月後，

月球探測任務推進就已經放緩，目前更多的是將月球探測

任務分包給私人航天公司，而自己則將主要的精力放在載

人登陸火星上。而俄羅斯仍然沒有明確提出載人登月的時

間表。因此，從目前來看，日本和中國的探月計劃在策略

上較為相似，先是發射無人軌道器對月球進行全面摸查，

再實現軟著陸，然後實現採樣返回。

目前，日本JAXA正在研究可就地取材進行基地建造

的無人機器人，利用月球上的材料建造基地。由此看出，

日本的月球探測任務與其他國家的最大不同點在於，日本

JAXA將以機器人為先鋒，替代航天員在月球特殊環境下

進行作業。例如，建造基地、觀測宇宙、探索月球礦產

等。

私人企業參與太空產業競賽遊戲

美國將月球探測任務分包給私人航天公司，因此，也

刺激許多私人企業參與太空產業的競賽遊戲。如谷歌進行

Lunar X Prize登月競賽；Tesla創辦人Elon Musk投資商業火

箭計畫 Space X；以及太空探索初創公司Moon Express（月

球快遞）於8月初宣布，正式獲得了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FAA）的登月許可，

這是歷史上第一個私人企業獲允向月球表面發射登月飛行

器。

SpaceX 火箭重複利用技術創造進「廉價火箭」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是由Elson Musk建立的

美國太空運輸公司，在2010年12月成為第一個能夠發射回

收宇宙飛船的私人公司。

Elson Musk的目標是把Space X打造成航太產業界的廉

價航空，完全顛覆人們對於太空旅行的想法。航太產業向

來都認為即便降低產品價錢不會提升需求，因此，他們從

▼美國將月球探測任務分包給私人航天公司，因此，也刺激許多私人企

業參與太空產業的競賽遊戲。



來都不考慮如何能夠減低火箭發射成本。但是 Elon Musk 

卻從中看到了機會，開始研究可重複使用的火箭以及開發

其他節省成本的方法，藉由成本的降低，讓他的產品至少

在價格上可以明顯優於其他競爭者，也顛覆了航太產業。

火箭回收目的在於幫助 SpaceX 節約發射成本，讓航

空廉價發射成為現實。目前大部分的火箭只用於一次性發

射，每一次執行發射任務都會製造全新火箭。Elon Musk

曾表示，獵鷹 9 號發射報價為 6100 萬美金，但使用的液

氧和煤油等燃料不過價值 20 多萬美金而已。如果火箭能

夠走入重複使用的時代，也無疑極大程度降低了成本。

SpaceX 總裁格溫·索特維爾（Gwyne Shotwell）還預計，火

箭的回收再利用可以將發射成本降低 30％。

然而在美國時間 2016年9月1日Space X的Falcon 9火

箭在發射時爆炸，導致Falcon 9運載的Eutelsat 的通信衛星 

Amos-6 炸毀，這顆衛星正是用於 Facebook 在非洲的免費

網路連線服務。這個事件不僅對SpaceX執行長穆斯克的

火箭發射進程造成影響、傷及臉書執行長查克柏格利用衛

星為非洲提供網路服務的計畫，也在整個太空產業掀起漣

漪。

Moon Express歷史上首獲批登月的私人公司

Moon Express 是一個小型初創公司，成立之初的目的

是為了贏得谷歌Lunar X Prize比賽，短期商業計劃是提供

月球機器運輸和數據服務，長期目標是開採月球礦藏資

源。

2007年，谷歌進行這個前所未有的Lunar X Prize登月

競賽，旨在鼓勵全球私人企業和工程師開發低成本的太空

探索方式。如果要贏得比賽，由私人資助的團隊（所有團

隊必須證明其登月任務的費用的90％由私人來源資助。）

必須將機器人送上月球表面，至少行走500公尺，並向地

球發回高清照片和視頻。

為了贏得比賽，Moon Express 必須在2017年12月31日

之前發射探測器登陸月球表面。但Moon Express期望的更

多。其聯合創始人及主席Naveen Jain說：「我們選擇月球

並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是一樁好生意。我們在地

球上拼命爭奪的資源，無論是土地、新鮮的水還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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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太空裡都無比豐富。」Jain曾經對《華盛頓郵報》

說道：「水就是太陽系的石油」。月球表面的冰層可以被

用來生產火箭燃料，這不僅可以提供將礦藏運回地球的燃

料，也可以將月球作為一個新的發射基地，踏上小行星

帶、火星甚至更遠的太空商業旅程。

月球礦藏的價值高達數兆美元

Moon Express計畫明年發射的探測器，體積和星際大

戰機器人R2-D2差不多，這款裝置不靠輪子前進，將以跳

躍方式探勘月球。月球蘊藏許多珍貴礦藏，如白金、稀有

礦物質、以及核融合原料氦3（Helium 3）。氦3被視為清

淨能源的明日之星，可製造出大量電力，卻沒有核廢料問

題。專家估計，月球礦藏的價值高達數兆美元。

不僅如此，月球也可做為太空探險的燃料庫，月球兩

極有豐富冰層，可從水中提煉出氫，作為火箭燃料。

聯合國《外層空間條約》的遵守內容

之前踏足過月球的都是政府級的力量：美國、蘇聯和

最近的中國。私人公司踏入這一領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

的。1967年簽訂的聯合國《外層空間條約》（Outer Space 

Treaty）要求美國必須管理好私人公司向其他行星體執行

飛行任務，但是具體如何確保私人公司不會違反行星保護

規定，並沒有讓人信服的方案。

對於《外層空間條約》方面，Moon Express自己十分

主動地提出了一個臨時解決方案。今年4月，Moon Express

宣布已向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提交了一份有效載

荷評估報告，介紹了公司如何讓MX-1遵守《外層空間條

約》，包括向政府提供特定「自願披露」內容，詳細介紹

了飛行任務如何做到遵守《外層空間條約》。這給FAA後

續批准其登月要求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Moon Express成為首個獲得美國政府批准，向地球軌

道之外發射飛行器的私人公司，為未來想要執行類似任務

的公司建立先例。例如，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也

有一個2018年登陸火星的計劃，到時該公司也需要獲得類

似的政府批准，而Moon Express給了SpaceX一個非常好的

借鑑的方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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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經濟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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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改變了人類世界的空間軸、時間軸和思想維度；這是2014年首屆世界網際網路

大會上，中國總理李克強對網際網路的高度評價。

網路經濟是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無國界的特質，加強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依存性；

無時差的運作，讓全球經濟全天候運轉；依賴超高技術和網路超速傳輸，創新夢想得以實

現。網路經濟的特性，讓全球各國、各企業都積極思考，如何運用網路以創造無可限量的發

展與獲利。

依據波士頓顧問公司發表的《The Internet Economy in the G-20》預估，到2016年，

網路經濟在G-20經濟體將達到4.2兆美元。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2025年，網路經濟對中國GDP成長總額的貢獻率可能會達到

7％至22％。這意謂著中國的GDP 總額將因此每年增加4兆到1兆元人民幣。

Mary Meeker發佈的2016年網路趨勢報告指出，全球前20大的網路公司，幾乎是美國與中

國的企業獨佔天下，美國有12家網路公司入榜，中國則有7家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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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經濟（Internet Economy）已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以及經濟的各個領域。無論是B2B、B2C、C2C到

C2B，都是一次次變革和創新，與我們的生活和經濟發展

息息相關。網路經濟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使財富迅速增

加的巨大效應，是引發人們對網路經濟進行進一步思考的

原因和動力。

網路經濟蔚為全球經濟風潮，網路創新與應用對經濟

發展日趨重要。近年來主要國家都積極強化網路經濟國

家戰略，如：美國提出「智慧美國挑戰」（Smart America 

Challenge）、歐盟推出「數位單一市場戰略」（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日本推動「世界最尖端

IT國家創造宣言」，中國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

英國是G-20經濟體中最大的網路經濟體

依據波士頓顧問公司發表的《The Internet Economy in 

the G-20》預估，2016年全球將會有30億網路用戶，幾乎

是世界一半的人口。網路經濟在G-20經濟體將達到4.2兆美

元（$4.2 trillion）。如果當網路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它

將位居第五，僅次於美國（18.6）、中國（12.4）、日本

（6.6）、印度（4.3），並領先德國（3.9）。預估到2016

年，網路經濟將占整個G-20國內生產總值的5.3％。

英國是G-20經濟體中最大的網路經濟體，占GDP的

12.4％；接著是韓國的8％、中國的6.9％及歐盟27國的

5.7％。英國網路經濟是繼財產部門後的第二大經濟貢獻部

門，超越了生產和零售。在英國，網路經濟，包括線上零

售，有關網際網路的設備，IT 和電信投資和有關網際網路

的政府開支的銷售，預計成長且超越3,695億美元，並且是

2010年的兩倍。

網際網路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幾乎無處不在。在

英國，網路經濟對GDP的貢獻大於建設和教育。在美國，

它超過了聯邦政府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中國及韓

國，網路經濟已經列在國家前六大產業之列了。  

2016年網路經濟將占G-20國內生產總值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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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經濟為中國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於 

2014 年 7 月 25 日發表一篇名為〈中國的數位化轉型：

網際網路對生產力與成長的影響〉（Chin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productivity and 

growth）報告。中國的智慧設備總量、網路商城交易額、

百度引擎搜尋量、社交應用軟體 WeChat 的應用率，都達

到很高的水準。宣稱網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

式、網路經濟為中國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報告也預測，到了 2025 年時，網路經濟對中國 GDP 

成長總額的貢獻率可能會達到 7％ 到 22％。這意謂著中國

的 GDP 總額將因此每年增加 4 兆到 14 兆元人民幣。麥肯

錫資深董事合夥人羅頤在2014年的烏鎮網際網路峰會上就

如此表示，中國的網際網路經濟已經超過了美國、法國和

德國。如果按佔GDP的比例，網際網路（IGDP）已對中國

產生巨大的影響，並在全球屬於領先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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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經濟在中國GDP中占7％
網路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愈來

愈大。2015年第二屆世界網際網路大

會在浙江省桐鄉市烏鎮舉行時，中

國網絡空間研究院發表了《中國網

際網路20年發展報告（摘要）》。

依據數據統計，截至2015年7月，中

國網民數量達6.68億，網民規模全球

第一；網站總數達413.7萬餘個，域

名總數超過2230萬個，固定寬頻接

入埠數達4.07億，覆蓋到全國所有城

市、鄉鎮和93.5％的行政村。中國已

經建成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動通信

網絡（4G），4G用戶突破2.5億，成

為舉世矚目的網絡大國。

《報告》指出，網際網路經濟

在GDP中占比持續攀升，2014年達

7％。中國網際網路企業市值規模迅

速擴大，網際網路相關上市企業328

家，市值規模達7.85億元，相當於中

國股市總市值的25.6％。目前，阿里巴巴、騰訊、百度、

京東4家上市公司進入全球網際網路公司10強；華為、螞

蟻金服、小米等非上市公司也進入全球前20強。

網際網路對 GDP 成長的貢獻逐年增加，成為推動經

濟成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推動形成新的

經濟發展典範。

2016網際網路女皇報告出爐

有「網路女皇The Queen of Internet」之稱的Mary 

Meeker在美國Code大會上發佈了2016年的網路趨勢報告。

此報告在每年的5月底或6月初發布，盤點過去一年全球網

際網路行業的趨勢，並且對外來做出預期。

依據報告內容，全球前20大的網路公司，幾乎是美國

與中國的企業獨佔天下，美國有12家網路公司入榜，中國

則有7家入列。APPLE、GOOLE、AMAZON分居前三強。

其中，螞蟻金服、小米、滴滴快的三家公司都屬於未上市

全球前20大的網路公司

RANK 公司 國家/地區 市值（$B） Q1:16 CASH（$B）
2015歲收
（$B）

1 APPLE USA $547 $233 $235

2 GOOGLE/ALPHABET USA 510 79 75

3 AMAZON USA 341 16 107

4 FACEBOOK USA USA 340 21 18

5 TENCENT CHINA 206 14 16

6 ALIBABA CHINA 205 18 15

7 PRICELINE USA 63 11 9

8 UBER USA 63 - -

9 BAIDU CHINA 62 11 10

10 ANT FINANCIAL CHINA 60 - -

11 SALESFORCE.COM USA 57 4 7

12 XIAOML CHINA 46 - -

13 PAYPAL USA 46 6 9

14 NETFLIX USA 44 2 7

15 YAHOO! USA 36 10 5

16 JD.COM CHINA 34 5 28

17 eBAY USA 28 11 9

18 Airbab USA 26 - -

19 YAHOO!JAPAN JAPAN 26 5 5

20 DIDI KUAIDI CHINA 25 - -

資料來源：K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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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且首次上榜，足見其強勁的發展勢頭，以及中國網

際網路新生力強的發展。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網際網路領袖。網際網路用戶數達

到6.68億。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3家公司是中國移動互聯

網市場的領導者，占據中國網民71％的移動網際網路使用

時長。

2015年，全球網際網路用戶數已超30億，比上年增長

9％，網際網路全球滲透率達到42％。印度網際網路用戶

數達到2.77億，比上年增長40％。印度超過美國，成為僅

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網際網路市場。

美國網際網路廣告增速加強，2015年增速為20％，比

2014年的16％增加了4個百分點，其中移動廣告增速更是

高達66％。在美國網際網路廣告的新增長份額中，谷歌和

Facebook占比76％。

電子商務在美國零售分銷渠道中占比繼續加強，

2015年超過10％，規模達到3400億美元，但15年前占比才

2％。

此外，報告也提出，全球智慧手機用戶數比上年

增長21％，去年增長31％，增速放緩；在經過5年高增

長後，2015年全球智慧手機出貨量增長10％，去年增長

28％。全球手機作業系統份額方面，2015年iOS份額為

16％，Android份額達到81％。受益於移動廣告的迅猛增

長（66％），2015年美國網路廣告增長率達到20％，上

一年為16％，2015年桌面廣告僅增長5％。 電子商務在美

國零售分銷管道中的占比，從2000年的不到2％，增長到

2015年的超過10％，規模達到3400億美元以上。消息類應

用繼續高速增長，行業領導者包括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WeChat。語音正成為計算介面，也是電腦輸

入最有效率的一種形式，機器對語音辨識的正確率從2010

年的約70％，提高到2016年的約90％。

報告也指出，從多個指標衡量，中國已成為互聯網市

場的領導者，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達到6.68億。騰訊、阿里

巴巴、百度三家公司是中國移動互聯網市場的領導者，他

們佔據了中國用戶71％的移動消費時長。2015年，中國的

網路廣告市場規模已經超過電視廣告。2016年，有31％的

微信用戶通過微信購物，而2015年這一數位為15％。華

印度網路用戶數2.77億 
@滲透率22% ，同比增長40%，高於之前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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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網路廣告增長中占比為76%

GOOGLE、FACEBOOK和其他公司在美國的廣告營收及增速(%)對比2014-2015

$35

$30

$25

$20

$15

$10

$5

$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Google Facebook Others

Others
+13%Y/Y

+59% Y/Y

+18% Y/Y

U
S
A
 A
d
v
e
rt
is
in
g
 R
e
v
e
n
u
e
($
B
)

電子商務在美國零售分銷渠道中占比繼續加強

12%

10%

8%

6%

4%

2%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E-Commerce as % of Total Retail Sales, USA, 2000~2015

E
-C
o
m
m
e
rc
e
 a
s 
%
 o
f 
T
o
ta
l 
R
e
ta
il
 S
a
le
s(
%
) $340B+of

E-Commerce
Spend



32 華商世界∣2016∣第三十一期

電商營收佔整體19.2％，電商營收成長率更高達30.1％。

實體與虛擬通路並存，才能提供消費者最方便的購物體

驗，零售商也更能掌握現今多變的購物族群，因此透過最

多管道來進行銷售行為的「全通路零售」（Omni-channel 

retailing）將愈來愈普及。

「跨境電商」是零售業下一個利基

電子商務協助零售業消弭地域限制，加上消費者對

海外商品購買需求，配合各國政府放寬貿易限制，跨境

電子商務將逐漸成為驅動零售成長的新動力。目前透

過跨境平台將商品出口至海外的企業，已超過20萬家，

電商巨擘阿里巴巴 （Alibaba）、京東商城（JD.com）

與亞馬遜（Amazon）均加速海外電商的布局；噹噹網

（Dangdang） 與台灣業者網路家庭（PChome）、優達斯 

（Uitox）、台灣雅虎 （Yahoo）等電商平台，也緊追著腳

步積極展開跨境業務。

隨著中國政府政策的發佈，與中國境內眾多跨境電商

通關服務據點的成立，可以預期在電子商務B2C市場的交

易比重將進一步提升，根據研究單位預估，2020年中國市

場將成為最大的跨境B2C消費市場。

中國電子商務的驚人商機

提到中國電子商務，不得不提到天貓「雙11」購物節

的全球瘋狂。從2015年11月11日凌晨到至201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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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前10大電子商務業者，由亞馬遜（Amazon）奪冠，總營收達700億美元居冠。中國

天貓「雙11」購物節則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網購盛事，今年獨家冠名權更高達1億元人民幣。沃爾瑪

和亞馬遜，為爭奪電子商務龍頭寶座各自積極布局。電子商務的超級冠軍盃魅力，無論是經營或是

消費者，都難以抵抗。

電子商務的超級冠軍盃

依
據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佈「2016年全球零

售力量（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6）」報告，

在「電子商務類排行榜」由亞馬遜（Amazon）奪冠，總

營收達700億美元居冠，較去年增長100億美元。亞馬遜重

金投資的「多元物流配送系統」，使得運送成本得以大幅

降低；而為數龐大的會員族群與完善的網路服務等因素，

也擴大了整體營收表現。

完善的付款方式及豐富的數位化內容，使蘋果

（Apple）在電子商務商品和服務營收大幅增加，總計

達206億美元，甚至勝過實體商品營收表現，大幅領先

去年亞軍京東商城（JD.com）與去年季軍沃爾瑪（Wal-

Mart），獲得第二名佳績。至於，梅西百貨（Macy's）近

年因投資電子商務與資訊設備，有效佈局全通路，並裁撤

營運較差的實體門市與控制人事開銷，大幅增進其營收表

現，排行較去年上升三名，成績優於去年名列第八的法商

卡西諾（Casino），與第九名蘇寧電器集團（Suning）。

零售業邁入線上線下的全通路時代

零售業受電子商務發展與科技數位化應用影響，零售

業邁入線上線下的全通路時代。根據勤業眾信報告，全

球零售業電子商務類排名前50大當中，有39家入選的企業

（約78％）同時擁有虛擬與實體通路，其中不乏多家知名

的實體通路業者，例如全年淨收入為負值的德國奧圖超

市（Otto）電商營收佔整體近66％，梅西百貨（Mac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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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時，2015天貓「雙十一」交易額達912.17億元人民幣。

其中無線成交佔比68％，參與交易國家和地區232個。阿

里巴巴再次刷新了單一電商平台單天交易的世界紀錄。毫

無疑問，中國的「雙十一」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網購盛

事。

馬雲花了6年的功夫把孤寂淒冷的「光棍節」打造成

了全民購物狂歡節，讓「雙十一」成為一種「類主流文

化」。從這一點上來講，阿里巴巴已經成為「雙十一」最

大的贏家。

從去年舉辦首場晚會開始，「雙11」已越來越像一個

傳統節日。如今，它又像綜藝節目一樣，賣出了高價冠名

費。阿里巴巴方面宣佈，上海家化以一億元高價拿下今年

「雙11」晚會獨家冠名權。這不僅意味著「雙11」已經由

最初的線上大促銷打造成為一個「現象級」IP，同樣標誌

著品牌對於「雙11」資源的爭奪戰趨向白熱化。

美國電子商務龍頭之爭

沃爾瑪 （Wal-Mart） 是世界第一大零售商，雖電子商

務業績只佔其全部2.5％，就已占居電子商務零售的第四

名。

電子商務當道，穩居美國實體零售業龍頭的「沃爾

瑪」，宣布將砸下33億美元的資金，買下一間才剛成立屆

滿1年的線上零售商「Jet.com」，為的就是要對抗電商勁

敵「亞馬遜」。這場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電商收購案，可

能會引發其他傳統零售業，爭相仿效。實體通路龍頭沃爾

瑪，PK電商領域霸主亞馬遜，一場電子商務角力戰就要開

打。

擋不住電子商務業者日增的威脅，讓零售業老大的寶

座拱手讓人，逼得沃爾瑪不得不轉型，過去一年在電商

發展上動作頻頻，從去年底推出的行動支付服務Walmart 

pay，到今年6月，還和Uber等線上叫車公司合作，取代了

外送小弟，將生鮮食品宅配到府。

沃爾瑪化「衝擊」為「衝刺」，投入了數10億美元以

擴大電商業務，但過去幾季的線上銷售，不見起色。

眼看和亞馬遜的差距越來越大，沃爾瑪如今再放手一

搏，尋求企業併購。Jet.com於2015年成軍，在亞洲的知名

度還不算高，但至今1年多，銷售額已經達到10億美元，

不僅壓低價格還自行吸收運費，這低價策略讓Jet.com每

個月新增40多萬用戶，而分析師認為，沃瑪爾看中的除了

Jet.com獨有的定價系統，和高收入客群，最重要的則是人

才。

眼看沃爾瑪來勢洶洶，亞馬遜也沒有停下腳步，不斷

推陳出新。亞馬遜現在把重點放在家裡，特別是廚房，使

用亞馬遜Dash掃描器，說出想要訂購的生鮮食品，隔天就

有宅配送到家門口，這是亞馬遜在今年推出的快速購物按

鍵，短短3個月銷量翻倍。

電子商務當道，讓各有一片天的沃爾瑪和亞馬遜，各

自布局，爭奪電子商務龍頭寶座。華

2016年全球前10大電子商務業者

電商類
排名

去年同期
排名比較

全球前250大
零售商排名

公司名稱
總部

所在國

電商零售
總營收

電商佔整體營
收佔比淨利率

電商銷售額
成長率

1 12 亞馬遜 （Amazon）  美國 701 100％ 15.1％

2 ↑② 48 蘋果 （Apple） 美國 206e 49％ 12.6％

3 ↓① 58 京東商城 （JD.com） 中國 177 100％ 62％

4 ↓① 1 沃爾瑪 （Wal-Mart） 美國 122e 2.5％ 22％

5 76 奧圖 （Otto） 德國 84 65.4％ 5.6％

6 5 特易購 （Tesco） 英國 65e 6.5％ 20％

7 ↑③ 35 梅西百貨 （Macy's） 美國 54e 19.2％ 30.1％

8 ↓① 97 自由國際公司（Liberty） 美國 52 49.5％ 6.4％

9 ↓① 15 卡西諾 （Casino） 法國 46 7.1％ 20.1％

10 ↓① 57 蘇寧電器集團 （Suning） 中國 42e 23.7％ 17.8％

2014財年（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註：e為預估營收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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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

皆紛紛將物聯網提升至國家戰略的層級，顯然物聯

網已是全球各國未來發展的重心之一，而各領域廠商為布

局物聯網所需的平台及應用，甚至是生態系，購併手段已

是最快捷徑，而產業鏈上下游垂直整合的態勢崛起。

軟銀豪砸234億英鎊收購安謀

日本電信商軟銀（SoftBank）7月宣布豪砸234億英

鎊，以每股17英鎊全資收購全球行動處理器矽智財（IP）

龍頭廠安謀安謀（ARM），成為歐洲史上最大的科技業併

購案，無疑是看好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未來

的發展趨勢。這是日本軟體銀行董事長暨執行長孫正義自

1981年創辦軟銀來最大宗的併購、也是最大宗亞洲企業購

併英國公司的交易，同時是歐洲科技業史上規模第一大的

併購案。

軟銀指出，安謀在全球半導體矽智財（IP）與物聯

網（IoT）應用，具有強大的能力。「物聯網時代已經開

始，在這個重大的時刻，是我對未來第一個、也是最重要

的賭注！ 」軟銀創辦人暨社長孫正義在收購記者會上表

示：「未來街上的每盞路燈都可以聯網，因為當沒有車經

過時，我們可以關燈省電。汽車一樣都將具備聯網功能，

這可讓無人駕駛汽車的安全性更高。簡單的說，未來一

切事物都將聯網，其中的最大公約數會是什麼？就是安

謀。」

安謀是目前全球最大半導體矽智財公司，每年全球有

150億顆IC是以安謀授權的IP架構生產，其中遍及蘋果、

三星、華為、小米等智慧型手機，以及生產晶片的高通、

聯發科、英特爾、展訊等業者。安謀在行動通訊產業中，

已取得高達95％的IP授權市場，在全球出貨處理器的滲透

率達 3 成。安謀已主宰智慧手機市場，其所設計的智慧手

機晶片年銷量逾150億個，但除了此一優勢外，孫正義更

看好的是安謀在即將來臨的科技業新趨勢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時代大放異彩。

孫正義去年曾表示，未來三大關鍵領域為人工智慧

（AI）、機器人及物聯網，並在六月股東大會中預測，

2040年智慧型機器人總數要達到100億台，超越全球人

口，物聯網載具則會超過十兆台。

物聯網是Next big thing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說，「物聯網是Next big 

thing」，曾說出「站在風口上，連豬也能飛」的小米創辦

人雷軍直言，「物聯網是個巨大的台風口，是當前世界新

一輪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戰略制高點之一。」

物聯網（IoT）概念從1999年提出，指萬物都可以透

過科技產品與網路，達到「人與人」、「人與物」、「物

與物」萬物相連的環境。生活中的聯網設備，小至溫度感

應器、智慧手機，大至城市交通系統、能源管理系統、工

廠營運系統，都是物聯網中的一環。物聯網也需結合資通

日本電信商軟銀看好物聯網（IoT）未來的發展趨勢，全資收購全球行動處理器矽智財（IP）龍

頭廠安謀安謀（ARM）。據麥肯錫針對物聯網最新報告指出，物聯網對全球潛在經濟影響將於2025
年前達到11.1兆美元，其中以智慧工廠使用需求最大，其經濟影響於2025年達3.7兆美元，智慧城市

次之，2025年達1.7兆美元。

物聯網時代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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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技術、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創造數位家庭、車聯

網及整個智慧城市的應用與服務。

善解人意的物聯網生活

現在的家電都以此為目標進行開發，利用物聯網技術

「可以自動調節、與人互動」的智慧城市，更是慢慢興

起，這波「物聯網造鎮」包括西班牙巴賽隆納、韓國松島

等。

以韓國松島來說，在松島的公寓裡，所有家電都有連

網功能。早上當鬧鐘叫醒他時，與鬧鐘連線的咖啡機就

自動煮起咖啡，當他打理好一切，手機輕輕一按，所有冷

氣、電燈、瓦斯即刻關閉，在他踏出家門的那一刻，電梯

門已經開好在等他。家電變得「善解人意」，生活品質自

然大幅提升。

除了居家以外，在松島從建築物、車子、街道、路燈

通通鋪設感應器，這些感應器將眾多環境數據上傳雲端，

之後透過中央系統調節，讓城市用電量到最低，交通更流

暢，街燈會因應路上行人多寡調整明亮，交通號誌則是匯

整路上所有車流量後，再演算出最有效率的燈號節奏等

等，讓城市可以更有效率的運行。

掌握商機的物聯網資訊

星巴克在「社交媒體參與度最高的100大品牌」的全

球評選中，超越谷歌（Google）和微軟（Microsoft）、亞

馬遜（Amazon），穩居龍頭寶座。星巴克從2008年起，積

極透過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平台，培養死忠

用戶，並大膽採用手機行動支付。現在，更透過物聯網的

數據分析，提供「客製化服務」，未來當顧客走進任何一



家星巴克，到櫃檯前準備點餐時，咖啡師將可以準確喊出

他的名字，詳列他的咖啡喜好，精準抓住顧客的心。

物聯網也與金融保險業緊密連結。過去只能透過數據

資料精算設計保費，現在，不少保險業者開始宣導保戶配

戴穿戴式裝置，讓保險公司更能掌握保戶資訊，使保費計

算更加符於現實，同時，若有疾病預兆，也能及早進行預

防性醫療。

全球最大貨櫃船廠商快桅（Maersk）選擇和愛立信

（Ericsson）合作，建立「船聯網」，立意達到即時監控

貨櫃位置，預先判斷港口是否繁忙，找到卸貨最佳時點，

同時，藉由環境數據分析，找到讓船隻運行最有效率的航

線和船速，種種細節調整，都能有效節省運行成本。

智慧家庭的霸主之爭

據麥肯錫針對物聯網最新報告指出，物聯網對全球潛

在經濟影響將於2025年前達到11.1兆美元，其中以智慧工

廠使用需求最大，其經濟影響於2025年達3.7兆美元，智慧

城市次之，2025年達1.7兆美元。

智慧家庭（Smart Home）是物聯網中眾人爭搶破頭的

消費性紅海戰場，Google和Apple早已在此布局多年，並且

都希望能用開放平台及工具串起第三方智慧家庭服務，建

立屬於自己的生態圈。2014年底Amazon Echo宣布加入戰

局，以全新的終端產品形式及人機介面互動快速崛起，席

捲了整個智慧家庭戰場。

市調機構推估，Amazon Echo至今已熱銷超過300萬

台，從服務串連、平台經營到終端銷售，都繳出亮眼的成

績單。比起Google和Apple，亞馬遜無疑是後發先至的最佳

典範，連網路趨勢觀察女王瑪麗．米克（Mary Meeker）

都看好亞馬遜未來幾年能憑著Amazon Echo獨領風騷。

目前幾乎所有IoT裝置仍靠著觸控螢幕或是手機App作

為主要控制介面、語音助理只是輔助之用，Amazon Echo

的關鍵在它的「內在」──語音助理Alexa。Amazon Echo

只能靠「說話」來與它互動。亞馬遜致力打造的Alexa生

態圈，讓Alexa連結的服務越來越多元；用聲音來控制家

電、叫車、上網買東西的功能，一一實現。

讓Amazon Echo真正大受歡迎的原因，是藉由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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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AMAZON、APPLE智慧家庭佈局一覽表

裝置 GOOGLE AMAZON APPLE

HUB裝置 GOOGLE HOME AMAZON ECHO IPHONE、APPLE WATCH

出貨狀況 預計今年下半年上市
上市至今總計出貨約300萬
台

IPHONE:今年推估約2億支
APPLE WATCH:今年推估約2千萬支

語音助理 GOOGLE NOW ALEXA SIRI

第三方開發工具
ASSIATANT API、GOOGLE 
SMART HOME PALTFORM

ALEXA SKILLS KIT HOMEKIT、SIRIKIT

重要合作夥伴 NEST、LG、ASUS SPOTIFY、UBER、FITBIT 滴滴打車、WITHINGS、海爾

主要優勢 雲端服務、人工智慧、搜索引擎
數位內容服務、電商平台、
直播平台

裝置滲透率高、平台整合性強



你可以完成許多意想不到的事，背後的關鍵在於Alexa的

開放生態系連結了非常多元的服務。此外，亞馬遜對外開

放Alexa開發工具（Alexa Skills Kit），歡迎開發者、硬體

廠商、網路業者等第三方合作夥伴，基於這個平台打造與

Alexa相連的各種服務。

Amazon Echo的功能包括，播放音樂、閱讀有聲書、

朗誦新聞頭條、提供交通及天氣情報、建立購物清單、

回報運動賽程及結果、控制電燈及恆溫器等智慧家電、叫

Uber、預定Pizza、確認航班狀態、確認行事曆行程、回報

Fitbit數據今天消耗多少卡路里等等。

以電子商務起家的亞馬遜，在智慧家庭這塊市場，從

服務串連、平台經營到終端銷售，都繳出漂亮的成績單，

無疑讓同樣積極拓展智慧家庭布局的Google和Apple都備感

壓力。Google在今年的Google I/O宣布將在下半年推出聲控

喇叭Google Home，頗有跟Amazon Echo較勁的意味；而日

前Apple也在開發者大會WWDC上宣布推出Siri的開發工具

SiriKit，以求擴大Siri的應用範圍，不讓Alexa專美於前。

2020年全球車載互聯網服務車將突破2.5億台

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縮寫為IoV）是物聯網相

關商機之火紅應用之一。所謂車聯網，就是透過行動網際

網路、車內電腦監控系統、各式先進感應器與雲端數據運

算技術，無縫整合車用影音娛樂系統、導航功能、車載

App應用，再輔以各車廠龐大的救援&服務體系，讓愛車

變得很「智慧」，讓駕駛更有行車安全保障。

為實現上述的目的，車聯網共有三大要素，分別為：

車輛感測器、無線傳輸技術及雲端資料庫。此三大要素的

運作方式為：車輛感測器主要負責接收車輛與其外部環境

資訊，透過無線傳輸與周遭環境（包括行人、車輛與交通

設施等）連結，並將採集到的數據上傳雲端資料庫進行分

析。

經過多年發展，車聯網趨勢愈見氣候，今年的世界行

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MWC）就可發現，

手機已非唯一亮點，更多人的目光是放在「車聯網」相關

應用及裝置上，因為有越來越多業者押寶在車聯網龐大商

機。

2020年車聯網商機高達1,319億美元

依據研究機構ABI Research的調查則顯示，八成以上

業者認為美國將在2020年完成所有新車強制裝機法規上

路，2024年時，全美預計將有1億輛新車安裝V2V（車輛

對車輛）設備，未來10年，歐美市場車間通訊相關產值保

守估計可達到170億美元，若再加上後裝舊車市場、路側

建置、應用服務等市場，預估可帶來的產值將更可觀。市

調機構Gartner與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則預估，2020

年將有超過8成車款可以聯網，相關商機高達1,319億美

元。

在龐大商機與潮流驅使下，各大車廠早已甲級動員，

積極投入相關創新智慧科技發展，並於下半年陸續付諸

實現箇中「車聯網」成果。包含福斯Volkswagen、福特

Ford、納智捷LUXGEN等新車款發表，都大打車聯智慧應

用，甚至Ford今年1月宣布達成雪地/夜間無人自動駕駛測

試，可預見接下來幾年內，駕駛習慣將呈現舖天蓋地的改

變。

車聯網的終極階段，將透過大量成熟高端感應器、輔

助駕駛晶片、GPS定位系統、無線傳輸技術與大數據雲端

資料庫，達到感應開鎖、車與車智慧自動溝通，甚至將從

半自動輔助駕駛，走向全自動無人駕駛。

車聯網的成熟將改變人類的生活面貌，尤其是能推動

無人駕駛車的普及上路。全面的車聯網能連結車輛周遭的

行人、汽車、交通設備等資訊，讓自動駕駛系統可驗證周

遭物體的位置、方向與速度等，其他物體也能經由車聯網

瞭解本車動態，以避免碰撞發生。安全性是無人駕駛車上

路的最大考量，透過車聯網的輔助，全自動駕駛上路將不

再是遙不可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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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中國召開兩會，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2015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

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

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

業拓展國際市場。」從此，中國各界「互聯網+」跨界合

作行動持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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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20日，中國首次接入世界互聯網。22年過去，中國正在由「網絡大國」向「網絡強

國」邁進，互聯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正在日益凸顯。

邁向網路強國的中國

習近平：讓互聯網更好造福國家和人民

在今年4月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

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常

態要有新動力，互聯網在這方面大有可為。要著力推動互

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

金流、人才流、物資流，促進資源配置優化，促進全要素

生產率提升，為推動創新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

經濟結構發揮積極作用。

此外，推進網路強國建設，推動網信事業發展，讓互

聯網更好造福國家和人民。也讓互聯網成為瞭解群眾、貼

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

接受人民監督的新管道。

互聯網＋跨界合作的應用，改變大眾生活方式

互聯網＋行動計畫列為中國重要的國家戰略，引起廣

泛討論。透過互聯網＋跨界合作的應用，中國互聯網的經

濟時代的來臨，也讓大眾在衣食住行育樂、存款理財、醫

療等方面能隨時、隨地的使用。通過互聯網拉近了人與人

直接的溝通，幾乎是隨時聯繫討論工作，或者是生活中的

難題，直接通過互聯網溝通更便捷。

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逾50％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公布最新調查

報告指出，中國網民人數已達7.10億，互聯網普及率為

51.7％，比全球平均水準高出3.1％。。

依據CNNIC的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

▼互聯網不僅帶動了電子信息相關產業市場高速增長，也對擴大內需發

揮了積極促進作用。



告」指出，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人數已達7.10億，今

年上半年新增網民人數就有2,132萬人，增長率為3.1％。

互聯網普及率為51.7％，比2015年底又提高1.3％，超過全

球平均水準3.1％，更比亞洲平均水準高出8.1％ 。

在龐大的網民中，會使用手機上網的占比由2015年底

的90.1％進一步提升至92.5％，只透過手機上網的網民占

比也擴增至24.5％，顯示中國網民上網設備進一步向行動

裝置端集中。隨著網路使用日益普及，中國各種網路應用

也隨之快速成長。根據調查，今年上半年，中國網上支

付、互聯網理財使用者規模增長率分別為9.3％和12.3％。

報告表示，電子商務應用的快速發展、網上支付廠商

不斷拓展和豐富線下消費支付場景，帶動非網路支付使用

者的轉化；互聯網理財使用者規模不斷擴大，理財產品的

日益增多、產品使用者體驗的持續提升，也帶動大眾線上

理財的習慣逐步養成。

十二五期間  中國互聯網蓬勃發展

十二五期間，是中國互聯網蓬勃發展、碩果累累的五

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十二五中國互聯網發展

十大亮點表明，十二五期間，中國互聯網對經濟增長的貢

獻率明顯提升，位居全球前列﹔互聯網經濟在GDP中的佔

比持續攀升，2014年達到7％，佔比超過美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

10.2％，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增長12.7％，信息化

學品制造業增長10.6％。

互聯網不僅帶動了電子信息相關產業市場高速增長，

也對擴大內需發揮了積極促進作用。據統計，2015年網上

零售額38773億元，比上年增長33.3％﹔2015年天貓「雙

十一」全天交易額達912.17億元，比上年增加341.17億

元。

有業內人士稱，天貓「雙十一」交易額的意義已經遠

遠超過購物本身，顯是以電商為代表的「互聯網+」為中

國經濟帶來的信心與變革。

中國經濟發展，有利於世界的經濟復甦。中國互聯網

蓬勃發展，更是為各國企業和創業者提供了廣闊市場空

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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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在中國的各種應用

互聯網＋ 說明

互聯網＋交通
「滴滴打車」等叫計程車的App，幫助乘客和司機進行有效匹配，避免了空駛，也方便民眾叫

到計程車。據統計，滴滴打車等交通App的出現，創造了12.1％的就業新機會，96.5％的司機從事
專車服務後，每月收入明顯提升，39.5％的司機增加了30％以上的收入。

互聯網＋醫療

互聯網與醫療行業的融合，可以解決民眾在醫院看病時經常遇到的排隊時間長、看病等待時
間長、結帳隊時間長、醫生看病時間短的問題。根據統計，目前中國已經有將近100家醫院上線微
信全流程就診，超過1200家醫院支持微信掛號，服務累計超過300萬病患，為患者節省超過600萬
小時。

互聯網＋零售
網路購物作為互聯網＋的切入口，帶動了傳統零售、物流快遞、生產製造等行業的升級轉

型。據統計，中國2014年12月～2015年6月的手機網路購物使用者規模增長迅速，達到2.7億人，
半年度增長率為14.5％，增速是整體網購市場的4.1倍。

互聯網＋金融支付

隨著技術的提升，利用手機掃描QR Code支付、信用卡還款、生活繳費、微信紅包等應用場景
應運而生。基於物理認證技術的發展，也出現了指紋識別支付和人臉支付等應用方式。據統計，
截至2015年6月，中國使用網上支付的使用者規模達到3.59億人，較2014年底增加5455萬人，半年
內增長率為17.9％。

互聯網＋旅行預訂
透過同一個旅遊網站或旅遊預訂App，可一次預訂機票、高鐵票、飯店、景點門票、跟團及自

由行，同步完成線上支付。據統計，截至2015年6月，透過網路預訂過機票、酒店、火車票或度假
產品的網民規模達到2.29億人，同時，28.3％的中國網民使用手機預訂旅遊度假產品。

互聯網＋理財
互聯網理財市場產品已由初期貨幣基金占據市場，轉變為多元化發展，以貨幣基金為主，債

券型、指數型基金和P2P（peer to peer的縮寫，是透過網路將個人的小額資金借給另一個需要錢的
人）模式的借款產品，呈現快速成長的新格局。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根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表「中國互聯網絡

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今年六月，中國網民規

模達7.1億。受智慧型手機普及影響，網民上網進一步向行

動端聚集。截至今年六月，中國手機網民比率達92.5％，

其中僅用手機上網的網民比重接近1/4。今年上半年網路

直播服務快速發展，用戶規模已達3.25億，占全部網民

45.8％。

報告指出，網路直播服務在今年上半年逐漸受到大陸

社會重視並迅速發展。截至今年六月，網路直播用戶規模

達已達3.25億，占整體網民的45.8％。其中，真人聊天秀

直播和遊戲直播，發展最快速，中國網民使用這兩類直播

的比率分別為19.2％和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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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直播迅速發展，也帶動網紅經濟前景，其中以真人直播秀和遊戲直播秀，使用者最多。在

全球或中國，最紅火的兩個字就是IP（Intellectual Property），世界前20大票房電影中，由IP改編的

電影占了8成。伴隨著網路、串流媒體、多平台的發展，電視劇的觀看模式也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

Netflix的經營方式就是將控制權還給觀眾。

網路現象新商機

網紅（網路紅人）短視頻的崛起

以中國數據看，網紅（網路紅人）短視頻的崛起和

網路IP（智慧財產權或知識產權）的變現成為兩大「新投

資」。

網紅經濟最初指的是打扮得美美的網路紅人告訴你如

何吃飯穿衣、約會自拍，商業模式是熟悉的電商抽成或廣

告置入。但最新爆紅的Papi醬改寫了網紅經濟的定義，以

網紅短視頻成為超級自媒體與網紅經濟代言人。

製作成本的低廉使得Papi醬得以自由選用免費模式、

經公開平台觸及網民。Papi醬今年3月獲得真格基金、邏

輯思維、光源資本和星圖資本共計人民幣1,200萬的投資，

個人估值達1.2億元，成為第一個獲得機構投資人青睞的網

紅，開啟了「短視頻投融資」時代。

取得機構投資之後的Papi醬強化本業，3月27日廣告

拍賣會被炒成「新媒體營銷史上第一大事件」，限座100

位、門票人民幣8000元。Papi醬短視頻後的彈出廣告等露

出機會起拍價人民幣21.7萬元，最終落槌價高達人民幣

2,200萬元，寫下單一視頻廣告最高價格。

今年中國網紅產值達人民幣580億元

「網紅經濟」也很可觀，據BBC中文網報導，有淘寶

第一網紅之稱的張大奕，據傳去年收入高達人民幣三億

元，比女星范冰冰還要高。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顯示，目

前年收入超過人民幣一百萬元的網紅，大約占網紅市場的

▼網紅經濟最初指的是打扮得美美的網路紅人告訴你如何吃飯穿衣、約

會自拍，商業模式是熟悉的電商抽成或廣告置入。



10％左右。青島微創新行銷公司發布的網紅經濟白皮書顯

示，網紅的平均收入為每月人民幣2.1萬元。第一財經商業

數據中心五月發表的報告稱，今年網紅產業的估值達人民

幣580億元，比中國去年440億元的電影總票房還高。

正是因為「網紅經濟」在中國正急速發展，今年畢業

季，「九五後（一九九五年後出生）」成為職場新秀，根

據騰訊近日上線的「ＱＱ大數據微報告」顯示，有近六成

想當網紅（網路紅人）。

全世界最多人追蹤的網紅

24歲的席琳娜（Selena Gomaz），目前全世界最多人

追蹤的人。她從迪士尼頻道發跡，現在成為了新世代天

后，Instagram追蹤人數超過9100萬，facebook粉絲團按讚

數超過6100萬，Twitter也擁有4450萬，加上Youtube的1000

多萬訂閱人次，全部綜合超過兩億人。

她被富比士雜誌譽為「社群網站巨星」，她喝可口可

樂的照片突破500萬個人按讚，她影視歌三棲，跨足時尚

設計，擁有個人服飾系列、同名香水，甚至被愛迪達找去

參加設計研發新商品。

最近她在Instagram發佈一張喝可樂照片更成為了

Instagram史上按讚數最高的照片。而根據社群媒體分析公

司的數據，如果想要找她拍照，可能要支付超過55萬美金

的酬勞。

很多中外媒體都在分析報導，席琳娜可以擁有如此龐

大粉絲群的原因在於成名甚早，從小獨立、影視歌三棲、

美麗率真、高EQ，以及與小賈斯汀那段剪不斷、理還亂

的戀情，都讓她的知名度一層一層的往上堆疊。

網路IP正火紅

網路IP，泛指網路、改編小說等智慧財產內容。根據

中國骨朵網路影視統計，世界前20大票房電影中，由IP改

編的電影占了8成；在中國前20大票房電影中，IP電影就

有14部，占比7成。

《何以笙簫默》、《琅琊榜》、《花千骨》、《羋月

傳》都是挾著網路小說的超高人氣，改編翻拍後在衛視系

統獲得相當可觀的收視與收益。另一管道則是Netflix的紙

牌屋模式，以付費網劇方式達成IP變現。如《盜墓筆記》

為例，該劇單集投資約人民幣200萬，達到一線電視劇的

投資標準，上線5分鐘內，播放請求達到1.6億次，付費請

求超過260萬次。

網路小說的IP無論是改編為電影、電視劇、電影、網

劇、手遊或電競，其背後都需要龐大的經費與製作團隊。

雖然小說可視為題材與故事線的市場測試，但最終影視產

品的成敗，還是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成功的回報未必豐

厚，失敗的代價必然可觀。

觀眾想要控制權的時代

伴隨著網路、串流媒體、多平台的發展，電視劇的觀

看模式已顛覆過去傳統定時看電視的時代，只要有載具，

即可隨時觀看，也造就「追劇」風潮。

媒介正在經歷巨大的變化，Netflix是這浪潮中的先行

者，從《紙牌屋》、《馬男波傑克》，再到《製造謀殺

犯》，從白宮政治劇，到諷刺動畫，再到熱門紀錄片，

Netflix 正一次次為刷新了我們對觀看電視劇的概念。

截止到 2016 年第 2 季度，Netflix 已經擁有 8300 萬訂

閱戶，在超過 190 個國家上線，每天累計播放內容 1.29 億

個小時。而目前，Netflix 已經是北美流量之王，其數據下

載量達到約 35％，傲視所有影片平台。

電視台盈利主要是廣告，因此只要電視劇有看點，吸

引眼球，讓電視台在這一時段的收視率數據足夠好看就達

到目的了。因此，噱頭、槽點、這些可以被精心包裝，以

方便營銷的元素，會被大規模植入在劇中。此外，還在每

集結尾，以及廣告前其中植入大量的懸念，讓你一次次滿

懷期待地每天同一時間回到電視機前。

但Netflix 的利益在於訂閱費，而非廣告，做好內容永

遠是它的第一訴求，因此這些會破壞作品敘事自由的元

素，一概都不會有。而 Netflix 一次性放出一整季，成功擺

脫了線性電視的格局，也把想看什麼，想如何看的控制權

還給了觀眾。

根據 TechPinions 的調查， 83％ 的 Netflix 用戶有過一

次性看完整季劇的經歷，而 75％ 的消費者表示它們喜歡

一次性看完全部，而不是被一直吊胃口。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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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任天堂公司（Nintendo）投資、Niantic所研發

推出的智慧手機遊戲「Pokémon GO（精靈寶可夢

GO）」夯爆全球、掀起全球捕捉精靈寶可夢（Pokémon）

熱潮，只要和Pokémon GO扯上邊的公司股價也受益良

多，宣布將和Pokémon GO合作的日本麥當勞股價就創下

2001年以來的新高紀錄。日本媒體更將Pokémon GO此種現

象稱為「Pokémonomics（Pokémon經濟學）」。

《Pokémon Go》自從7月6日在iOS和Android設備上亮

相以來，迅速登上應用程序排行榜的榜首。人們在瀏覽

社交媒體時發現，到處都是有關Pokémon Go卡通人物和

PokeStops的信息，PokeStops通常是真實世界裡的地點，

比如圖書館、教堂和地標建築。數以百萬計的玩家第一次

通過這個遊戲體驗到增強現實，這個技術能在人們注視自

己的手機時將數碼圖像融入真實場景。這款遊戲的特色在

於與現實世界的地圖結合，鼓勵玩家走出家門捕抓「寶可

夢」，遊戲中的精靈「寶可夢」會依照水、蟲、草、飛行

等不同屬性，出現在不同地方，玩家在橋或河流附近較易

抓到水屬性的「寶可夢」、草屬性的「寶可夢」則常常出

沒在山麓之間。

「Pokémon經濟學」登場，創造商機

持續竄紅的《Pokémon Go》，同時登上各個新聞媒

體搏下版面，在各國等地區快速累積多名用戶遊玩。也

因為遊戲本身應用LBS機制（移動定位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與虛實整合，近而帶動不少商機，例如不少商家

則是選擇透過贊助合作模式，讓本身店面成為可捕捉寶可

夢的地點，近而吸引玩家上門光顧，並且促成消費機會；

不少玩家更構思幫忙代步訓練寶可夢的服務，並且以每1

公里10美元價格計費，但也有玩家選擇將手機綁在寵物身

上「行走」，藉此用偷吃步訓練捕捉到的寶可夢。

此外，由於Pokémon GO容易使手機電池更快耗盡，

帶動AT&T、GameStop、RadioShack等各家零售商行動

電源銷售大增，據了解，GameStop行動電源銷售大增

45％、RadioShack大增50％。Pokémon GO開放下載以

來，GameStop相關產品營收跳增115％，而成為Pokémon 

GO指定的「訓練所」或「休息站」的門市營收更暴增

133％。GameStop將在8月限量販售Pokémon GO補怪配件

「Pokémon GO Plus」，而零售價約40美元的Pokémon GO 

Plus預購庫存早在Pokémon GO正式開放下載前就已售罄，

目前在eBay網站上開價更是已超過100美元。

至於因應《Pokémon Go》快速走紅趨勢，目前被中

國萬達集團以35億美元收購，便且先後拍攝過《蝙蝠俠：

開戰時刻》、《超人再起》、《環太平洋》與《醉後大丈

夫》系列作品的傳奇電影公司，目前也傳出著手與任天堂

洽談合作，預計將拍攝以精靈寶可夢為主題的電影作品。

以目前美國地區遊玩火熱程度來看，《Pokémon Go》

每日活躍遊玩人數已經超過2100萬，一舉超越2013年由

King推出的《Candy Crush Saga》每日活躍用戶人數最高記

錄。而從《Candy Crush Saga》當時每日活躍用戶最高達

2000萬人，同時全球地區活躍遊玩人數最高達9300萬的數

據推算，預期《Pokémon Go》在全球地區開放遊玩之後，

將可創下超過億人規模的活躍遊玩人數記錄，甚至將可超

過Google Maps或Snapchat等非遊戲類應用服務。

寶可夢遊戲有弊也有利

由於《Pokémon Go》強調結合以GPS定位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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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émon Go》在iOS和Android設備上亮相以來，迅速登上應用程序排行榜的榜首。至今，

Pokémon GO下載量已超過1億次。由於遊戲本身應用LBS機制與虛實整合，近而帶動不少商機。日本

媒體將Pokémon GO此種現象稱為「Pokémonomics（Pokémon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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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émon經濟學》
 夯爆全球



LBS機制運作，玩家必須拿著手機持續在戶外尋覓各類寶

可夢，並且進行捕捉，後續也必須透過持續行走訓練寶可

夢成長，因此除了造成許多玩家為了捕捉特殊寶可夢而進

出特定場所，甚至三更半夜仍選擇逗留戶外，而也有玩家

因此發生車禍或被搶劫等意外。

這波熱潮雖招致安全問題等相關疑慮，但卻也不是毫

無助益，目前國外便有兩項案例顯示，寶可夢讓患有自閉

症和亞斯伯格症（Asperger syndrome）的孩童願意邁出家

門，開始願意主動出外和其他兒童與社區互動。寶可夢透

過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鼓勵玩家走向位在

社區熱門地標的寶物站點，這樣的特色比一般的電玩遊戲

更能促進彼此互動。

Pokémon Go最大推手Niantic
很多人都以為Pokémon Go是任天堂推出的新產品，但

Pokémon Go實際營運權則是屬於一家叫做Niantic的公司，

如果不是Nicantic的擴增實境技術（AR），就不會有今天

的Pokémon Go。

Niantic成立於2010年，原本是Google內部的擴增實境

實驗室，由John Hanke創立，名字則是取自於淘金熱時期

一艘來到舊金山的捕魚船Niantic，象徵著在科技時代，

Niantic也可以找到新夢想。Niantic最著名的開發遊戲就是

擴增實境遊戲「Ingress」，這款遊戲發展至今下載次數已

經超過1,200萬次，根據統計，玩家在遊戲中集體徒步所累

積的距離已經可以從地球走到太陽，獲得許多科技玩家喜

愛。

2015年8月，當Google宣布重組為Alphabet控股公司

後，Niantic也順勢從Google中獨立出來，同年10月，任天

堂就已經率先宣布注資Niantic，當時，還帶動任天堂股價

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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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大廠搶卡位VR、AR產業

Pokémon Go《精靈寶可夢》風靡全球，近日許多大

廠為此搶先卡位布局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

商機。Pokémon Go由日本口袋妖怪公司、任天堂公司及

Niantic共同開發，是全球第一款大量使用AR技術的手機遊

戲，在Pokémon Go大紅之前，VR、AR商機早就備受市場

重視。

例如2012年Google發表谷歌眼鏡，兩年後Sony公開

新遊戲機支援VR，與臉書以20億美元收購VR技術公司

Oculus，以及隨後三星推出頭戴式VR顯示器、蘋果收購

AR軟體廠商Metaio及臉部識別廠商Faceshift，台灣則以宏

達電Vive為代表。

根據研究機構Digi-Capital統計指出，自2015年至2016

年第一季，全球在VR、AR的產業投資高達170億美元，主

要分布在硬體設備、視訊與遊戲等類別，其中今年第一季

投資高達120億美元，約當於2014年第二季的25倍。

外資券商指出，高端智慧手機用戶為潛在的VR與AR

消費族群，推估2025年滲透率可望達到15％，將可帶動整

體產值規模達950億美元，硬體出貨量將達1.41億件產品。

此外，TrendForce旗下拓墣產業研究所指出，明年

Pokémon GO的整體營收將突破8億美元，雖大部分的營

收將由平台商及負責開發、發行的Niantic分走，不過，拓

墣預期，Pokémon GO的熱燒將刺激AR產業的創新體驗發

展，進一步帶動2020年AR市場規模達300億美元。

Niantic背後的股權，除了Niantic自身握有的股權之

外，Google、Pokémon Company、任天堂等三家企業去

年秋天總共注資Niantic 2,000萬美元，而任天堂除了注資

Niantic之外，同時也握有Pokémon Company約32％的股

權，不禁令外界聯想，任天堂也許能從精靈寶可夢中獲

益不少；但任天堂先前已經對外聲明，這款遊戲由Niantic

負責研發和下載，任天堂僅透過Pokémon Company來收

取遊戲授權費和相關營運收入，因為任天堂對Pokémon 

Company持股僅32％，預期對對任天堂本身業績挹注有

限。

花旗分析師表示，Niantic因為這款遊戲，每天獲得100

萬美元以上的收入。超級數據研究公司首席分析師德魯南

表示，精靈寶可夢推出後，至今已創造大約1.2億美元收

益。根據合約，遊戲產生100美元收入，30美元歸蘋果公

司，30美元給Niantic，30美元給Pokémon，剩下10美元才

給任天堂。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遊戲研究主管華德表示，

Niantic與Pokémon公司是這款遊戲的主要推手，不是任天

堂。任天堂僅握有Pokémon公司三分之一股份。可能產生

混淆的關鍵是，以往的手遊主機，如任天堂DS，任天堂是

開發商。投資人可能據此認為，這一次也是如此。然而任

天堂此次只能拿到大約10％的收益。

任天堂虧損比預估多

日本遊戲機大廠任天堂（Nintendo）公布會計年度第

1季（至6月底止）業績，受日圓升值和遊戲機銷售疲軟拖

累，上季由盈轉虧，淨損達245億日圓（2.34億美元），

遜於市場預期的淨損112億日圓，。此外，該公司稍早宣

布，搭配熱門手遊「精靈寶可夢GO」的穿戴式感測裝置

「Pokémon GO Plus」，將延至9月開賣。

雖然任天堂亟欲重新定位至手機遊戲市場，但投資人

無法釐清Pokemon Go能為任天堂挹注多少獲利，造成任天

堂的股價大起大落。麥格理分析師估計，Pokemon Go約有

13％的銷售會流向任天堂。不過確切的財務貢獻，要到下

一季任天堂公布Pokemon Go發表以來的財報後，才會比較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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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當初的《憤怒鳥（Angry Bird）》，開啟App手

遊時代的序曲一樣，Pokémon GO將成為行動裝置AR應用

爆發的起點，雖後續預計將會有模仿、學習Pokémon GO

的App出現，但不一定都能成功，不過卻能讓用戶接觸、

習慣更多的AR功能應用，有利帶動更多的AR App問世。

蘋果抽成營收30％，2年內將賺30億美元

根據蘋果的訊息，精靈寶可夢Go已經創下在蘋果App 

Store首周下載量的歷史紀錄。在蘋果App Store首周的下

載量，精靈寶可夢Go已經超越其他所有App的下載量。至

今，Pokémon GO下載量已超過1億次。Pokémon GO雖是免

費下載，卻吸引用戶搶購遊戲金幣，間接為蘋果創造可觀

營收。分析師預期未來1、2年內該遊戲將為蘋果賺進30億

美元，讓蘋果市值增加55億美元。

投資機構Needham & Co.分析師馬丁（Laura Martin）

表示：「由於蘋果對iOS版《精靈寶可夢》遊戲營收抽

成30％，因此我們相信該遊戲爆紅對蘋果而言是一大利

多。」他引述研究機構Sensor Tower數據表示，7月11日

當天iOS版《精靈寶可夢GO》便在美國創造160萬美元營

收。根據蘋果抽成30％的比例推算，該遊戲平均1天就能

讓蘋果進帳50萬美元。

儘管使用者可免費下載《精靈寶可夢GO》，但許多

人為了擴充遊戲功能，願意花錢購買金幣PokeCoins。以

iOS版為例，雖然在蘋果app商店，100枚金幣只要0.99美

元，但熱血玩家願意花上99.99美元購買1.45萬枚金幣。

《精靈寶可夢GO》截至7月18日光是在美國就有2100萬名

活躍用戶，這款遊戲目前可在35個國家下載，Android裝置

用戶也能玩到。專家表示，《精靈寶可夢GO》付費玩家

佔玩家總數的比例是《Candy Crush Saga》的10倍。 

《Pokémon Go》的成功是遊戲本身吸引人

由於《Pokémon Go》成功結合任天堂旗下持續吸引

玩家目光的遊戲作品，以及智慧型手機與擴增實境技術

結合應用功能，因此也讓許多人開始更看好擴增實境未來

與遊戲結合應用的發展，甚至微軟也藉此宣傳本身推動的

HoloLens市場生態擴展計畫，而目前也有玩家實際打造擴

增實境形式版本的《Pokémon Go》，只是流暢度與可玩性

都還有待調整。

但此次《Pokémon Go》之所以能快速走紅，其實還

是有不少因素與精靈寶可夢這款任天堂長久持續推行遊戲

相關作品的內容有關，畢竟從過去以來已經累積大大小小

不同年齡層的玩家。相較於微軟所想像的擴增實境應用，

《Pokémon Go》所採用技術並不算特別，類似遊玩模式早

在許久之前便有遊戲採用，同時在中國近期推出遊戲作品

內也有一樣的設計思維。

另外，任天堂之所以厲害之處便是能將新科技恰到好

處且巧妙地應用在遊戲內容，雖然偶而也曾出現失敗例

子，但從過去以來始終成功吸引許多玩家族群，並且持續

累積許多忠誠粉絲的情況來看，或許可讓其他遊戲廠商思

考如何製作一款真正吸引人遊玩的遊戲，而非僅以酷炫的

新科技或是華麗畫面視覺作為噱頭。

因此專家評析，Pokémon GO成功的主因，並不在於

AR技術，而是已推行達20年的Pokémon本身，橫跨動漫、

玩具、遊戲、電影等產業，早就累積成千上萬的粉絲及

知名IP，才促成Pokémon GO今日風靡全球的盛況。創造

Pokémon的任天堂，主要目標並非從Pokémon GO中獲利，

而是如何透過Pokémon結合AR技術，達到更大宣傳效果、

創造更多潛在顧客，以帶動包含主題樂園等更多領域布

局，才是其能從中獲取的最大價值的所在之處。

結合虛擬與實體，創造新風潮

英國媒體The Guardian就對Pokémon Go現象評論，這

個遊戲成功地結合了虛擬與實體的世界，讓玩家體會到在

戶外打獵的成就感，並把整個世界變成眾人玩遊戲的舞

台。過去的電動遊戲，都是讓玩家處在室內的環境，以動

腦居多，但Pokémon Go創造了與實體環境的互動，成功區

別了自己與其他類型電動的特色，製造難以阻擋的全球風

潮。

從科技的角度來看，結合擴增實境（AR）技術與GPS

定位的Pokémon Go，初試啼聲，就引爆全球轟動。不管

「精靈寶可夢Go」的遊戲熱潮能夠持續多久，世界確實已

經跨入遊戲新時代。華



全
球體育產業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其體育產業增加值

約占GDP的2％，是美國十大產業之一，但中國僅

占0.48％，因此，中國體育產業發展潛力巨大。2007年中

國經常參加體育運動的人口比例為28.2％，到2014年已增

長到33.9％，7年時間提高了5.7％。

中國體育十三五規劃 商機逾3兆人民幣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公布體育產業發展「十三五（2016-

2020）」規劃。預估到2020年，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3兆

元人民幣，從業人員數超過600萬；產業增加值占GDP比

重要從當前約0.48％，提升至1.0％，體育服務業增加值占

比超過30％。同時，還將建設50個國家體育產業示範基

地、100個國家體育產業示範單位，100個國家體育產業示

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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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中國變成「體育強國」，將來可以主辦一屆世界杯，並且奪冠。因

此，從2014年開始，已有10幾家歐洲球隊被中資持股超過半數。習近平提出的足球強國夢，在中資

企業砸金不手軟下，已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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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經濟熱潮
在中國湧現

全民健身計畫 預計2020年體育消費總規模1.5
兆人民幣

此外，中國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畫（2016至2020

年）》，預計到2020年時，體育消費總規模達到1.5兆元人

民幣，全民健身成為促進體育產業發展、拉動內需和形成

新的經濟成長點的動力來源。目前各路資本加速湧入中國

體育產業，體育產業將迎來新一輪淘金大潮。

資料顯示，2015年中國體育總產值約為4000億元。國

務院制訂2020年體育總產值達到1.5兆元的目標。換言之，

未來5年，中國體育產業的年成長率需超過30％，遠遠超

越GDP增幅。

由於中國政府正在發展「體育經濟」，引發各大企業

巨頭爭相投入，同時，中資到海外收購球隊的消息也不斷

傳出。期待體育產業熱潮需要同時帶動消費端熱潮，否則

很可能就只是一個泡沫。

大量資本湧入，積極進攻海外體育產業市場

伴隨著體育產業的大利多，包括阿里、萬達、恆大、

蘇寧、華人文化基金、樂視等在內的資本，近年來無一

不在國內外體育產業上揮金如土，下大手筆布局。尤其是

在海外體育投資上，中國企業也一改以往「贊助、冠名」

的老路，轉而開始尋求俱樂部的控制權甚至是賽事的運營

權。

目前已經有企業開始展開行動。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

阿里體育（上海）公司與蘇州金螳螂建築裝飾公司合資

成立一家投資管理公司，並發起設立體育產業基金，投資

中國體育場館及體育相關產業，基金最終規模將達100億

元。

▼預計到2020年時，體育消費總規模達到1.5兆元人民幣，全民健身成為
促進體育產業發展、拉動內需和形成新的經濟成長點的動力來源。



中資瘋歐洲足球，2年砸近70億元人民幣

中資企業集團已斥資數十億美元收購歐洲足球俱樂

部、媒體轉播權代理機構以及其他體育實體的股份。同

時，中國的足球俱樂部還以打破轉會費紀錄的價格從歐洲

足壇購買球星。

近年中資重金投資歐洲足球俱樂部儼然成為風潮。據

統計，2014年以來，中國資本至少已投資了海外14家足球

俱樂部，其中有11家取得控股權；除了6起收購未公布金

額外，總計交易涉及資金約69.37億元人民幣。

去年中國首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斥資4,500萬歐

元，入股西班牙馬德里競技球隊，開啟中資機構入主國際

豪門先河。之後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更是豪擲2.7億

歐元，風光買下義大利國際米蘭俱樂部70％股份，成為首

家完全控股義甲球隊的中資機構。

接著，中國最大的綜合民營企業復星集團以4,500萬英

鎊，收購英國狼隊100％股份。從西甲、義甲到英冠，都

可見到中資的身影。

中國資本的驚人之舉莫過於8月5日，居然一天橫掃

三家歐洲足球隊，雲毅國凱（上海）體育發展有限公司

收購英超西布朗100％股

權，奧瑞金包裝公司也

以700萬歐元，拿下法國

乙級聯賽老牌球隊歐塞爾

59.95％股權。

最令人注目的還是收

購豪門AC米蘭俱樂部。

6月時，蘇寧集團以2.7億

歐元收購國際米蘭70％股

份，8月5日中歐體育投資

管理長興有限公司宣布，

斥資7.4億歐元收購AC米

蘭99.93％股份。這樣一

來義大利兩支最著名足球

隊都被中資收購。

近 日 ， 中 國 投 資

集 團 中 國 光 大 集 團

（Everbright）和私募股權公司PCP Capital Partners牽頭的財

團已主動接洽要收購英國足球皇冠上的寶石之一的利物浦

俱樂部。如果收購利物浦的交易達成，這將是中國對英國

足球不斷加長的投資清單上的最大一筆交易。

大量資本湧入，積極進攻海外體育產業市場，也藉以

帶動本土體育產業發展。英國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體育

業務全球主管Trevor Watkins分析，全球正以中資及美資領

頭，掀起一波投資足球的風潮。由於足球能夠觸及全球人

群，對於一個品牌來說，足球正是瞬間提升全球影響力的

催化劑。

此外，專家也認為，中資收購國際知名足球俱樂部，

將實現企業在體育領域新的價值鏈條，獲得人才支持，更

可以將國外豪門所擁有的豐富經驗帶到中國市場，將海外

經驗在中國市場化，為中國體育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崛起

發揮積極的作用。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由於體育產業

短期難見經濟效益，一定程度上成績又必須靠燒錢維持，

因此資金壓力較大；另一方面，由於文化、地域屬性等方

面的差異，也使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必須需要提防

風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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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近年投資海外組球俱樂部概況

時間 投資方 足球俱樂部 金額
購得股份

占比
（％）

2015

萬達
西甲馬德里競技
（Club Atlético de Madrid）

4500萬歐元 20

華人文化聯手中信資本 曼聯俱樂部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團 26.67億人民幣 13

合力萬盛
荷甲ADO海牙Alles Door Oefening，
Everything Through Practice）

0.60億人民幣 98

2016

星輝互動
西甲皇家西班牙人體育俱樂部（Real 
Club Deportivo Español） 4.80億人民幣 50

蘇寧
義甲國際米蘭足球俱樂部
（Football Club Internazionale Milano）

2.7億歐元 70

復星集團
英國狼隊——伍爾弗漢普頓流浪足球
會（Wolverhampton Wanderers Football 
Club，簡稱狼隊）

4,500萬英鎊 100

聯合睿康收購
阿斯頓維拉足球俱樂部（Aston Villa 
Football Club）

6000萬英鎊 100

雲毅國凱（上海）體育
發展有限公司

英超西布朗足球會（West Bromwich 
Albion Football Club）

100

奧瑞金包裝公司 法國乙級聯賽老牌球隊歐塞爾 700萬歐元 59.95

中歐體育投資管理長興
有限公司
（Sino-Europe Sports）

米蘭足球俱樂部
（Associazione Calcio Milan）

7.4億歐元 99.93



依
據佳士得國際地產（Christie's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的調查顯示，由於對海外購房者持寬鬆態

度，紐西蘭商業中心奧克蘭（Auckland）去年取代多倫

多，成為全球高檔房地產的最熱門城市。

百萬美元房產成交量上升63％
濱海城市奧克蘭有「千帆之都」的美名，人口僅約

136萬，去年100萬美元以上房產成交量上升了63％，超過

了多倫多、雪尼和舊金山等城市，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

豪華房產城市。

強勁的經濟表現、壯麗的自然景觀和友好形象是紐西

蘭吸引外國購房者的主要賣點。佳士得表示，紐西蘭的房

地產法不包括印花稅、資本利得稅或簽証要求，也是全球

對海外買家吸引力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之一。

佳士得說，在金融市場動盪、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中

國經濟增長放緩、政治格局不穩定之際，很多優質投資目

的地的房地產價格已經趨平；但其他市場仍然繁榮發展，

因為全球富裕人群繼續將豪宅作為安全資產。

紐西蘭地產是價格最低的豪宅市場之一

紐西蘭地產的賣點之一是，儘管房價上漲，但該國仍

是價格最低的豪宅市場之一。

在奧克蘭，100萬美元（據房地產經紀人稱這是當地

豪宅的入門門檻）可以在該市南部購買一套三居室、太陽

能發電的生態房屋，並且還能將區域風光盡收眼底。

而按照最近掛牌出售的報價，這樣的價格只能在美國

舊金山多帕奇區（Dogpatch）區買到一居室公寓。按照每

平方英尺的單價計算，這套奧克蘭住房的單位面積售價為

385.50美元，而舊金山公寓單位面積售價則高達1,077.45美

元。

紐西蘭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採取針對海外買家的措

施。加拿大溫哥華市政府近期宣布，外國購房者將要承擔

額外的15％房地產轉讓稅。在澳大利亞，外國人只可以購

買新建物業，富有的中國買家助推了一輪住宅建設熱潮。

紐西蘭稅務部長伍德豪斯（Michael Woodhouse）的發

言人表示，雖然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現階段紐西蘭並未

在積極推動房地產稅的上調。

紐西蘭去年頒布新的立法，買房後兩年內出售的投資

者須繳納增值稅，此限制了在奧克蘭日益膨脹的房市上的

投機行為。其中包括非居民身份的海外買家需要向政府申

請稅號：其目的之一是收集外國買家的數據。自去年10月

份該法律生效以來，近5,000名外國人為買賣物業申請了稅

號。

投資者的天堂卻是居住者的危機

紐西蘭雖是投資者的天堂，但對居民而言，卻是房

市危機的噩夢。在過去15年中，奧克蘭平均房價大漲了2

倍，也就是說，2016年的房價，已經漲到了2001年房價的

3倍，但居民平均收入卻只增加了66％，這讓紐西蘭民眾

房屋承付能力，變成全球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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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買家助攻下，去年紐西蘭商業中心奧克蘭取代多倫多成為全球豪宅房地產最「熱門」的

城市。但投資者的天堂卻也是居住者的危機，因為高漲的房價，讓居紐西蘭民眾房屋承付能力，變

成全球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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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房地產
投資者天堂?還是居住者危機?



紐西蘭決策者擔憂，若政府未加以規範，任由房價持

續上漲，未來可能面臨房市崩盤危機。除了海外投資者一

窩蜂入手房產外，包含海外留學生在內，許多原先在其他

國家的紐西蘭人，因經濟不景氣或各種因素陸續返國，都

是造成奧克蘭目前一屋難求的原因。

2014年紐西蘭房價飆漲，央行為避免房市過熱調升利

率。但近期因全球牛奶產量過剩，農業大國紐西蘭經濟受

到衝擊，央行因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將基準利率調降25

個百分點到2％，創下新低。紐西蘭各地房價都在上漲。

央行總裁惠勒擔憂房屋將成為投資工具，而不再是住所。

他表示，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紐西蘭的家庭債務正迅速

攀升，購屋貸款佔銀行借貸55％。

過去兩年，在民眾對奧克蘭房價節節竄升的一片驚呼

之中，政府和央行也陸續推出一些政策，但奧克蘭房價的

漲勢似乎沒有任何趨緩。紐西蘭政府、反對黨還是經濟專

家都在各自提供不同的理論，爭論中還是沒有一個定論，

要如何解決高房價的爭議。

無論登記買房的人是外國人、還是留學生、或短期

工作者和旅遊者、甚至是通過在紐西蘭設立

的外國信託公司和空殼公司購買房產，只要

目的是為了在短期或長期內賺錢，就是投資

者，更嚴重的是投機、炒房。不難想像，在

一個國家的房地產市場上，投資者或投機者

占了買家總數的一半以上，這個市場的危險

程度，恐怕就已經到了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

程度了。

建房、囤房的輪迴，將造就「鬼城」

在如何解決奧克蘭房市危機的辯論中，

不管是政府、反對黨還是專家，都有一個共

識，就是房源嚴重不足。但如果一面拚命地

建房、一味地增加房源，而另一方面，則任

由投機者們大量囤房，那建房的速度會趕不

上囤房的速度，就會使泡沫越來越大，等房

市泡沫大到一定程度，破滅也就成了必然，

前幾年愛爾蘭房市崩潰就是這樣的輪迴。

在2000年左右，愛爾蘭房價也是一路竄升，由於銀行

貸款政策寬鬆，國內外投資客都加入炒房運動；同時，各

方也都在拚命建房，這個跟紐西蘭人口相似的國家，每年

建成高達7.5萬套房產，到了2007年，房市泡沫破裂，才發

現房屋建設已經嚴重過剩，房價一跌到底，都柏林各地出

現了不少沒人住的「鬼城」。

德國防範房地產投機，嚴刑立法

近年，在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台灣、美國和加

拿大，所有被炒的火熱的房地產市場，都有中國資金和

中國人主導，這些國家的數據都很全面和詳細。但專家們

注意到，中國資金唯一不敢進入的就是德國，因為德國法

律對於房地產價格炒作懲罰嚴格。比如只要在規定的10年

內出售房產，就要收繳15％的投機稅；如果房屋出售獲利

超過20％，就會收到至少5萬歐元罰單，最高可達500萬歐

元；如果超過50％，就直接判刑監禁3年。過去 10 年德國

的房價一直很穩定，這應該和德國防範房地產投機的措施

有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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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各地房價都在上漲。央行總裁惠勒擔憂房屋將成為投資工具，而不再是住所。



即
時通訊軟體LINE於7月14及15日，分別在美、日雙

掛牌上市，2,200萬股美國存託憑證（ADR），率先

在紐約證交所上市交易，以每股41.58美元作收。和掛牌

價32.84美元相比，股價大漲27％ ，正式成為今年最大規

模的科技企業IPO案，也讓Line市值從上市前的69億美元

成長至87億美元。另1,300萬股緊接於在東京證交所掛牌交

易，最終以4,345日圓收盤，高出掛牌價32％。

風光上市的Line，IPO在美國首日上漲約27％，已經

成為2016年規模最大的科技業IPO，在目前通訊軟體的IPO

以及公司收購的規模已經排在第四名，僅在Facebook，

WhatsApp和Twitter之後。

期望強化亞洲市場領導地位，提升海外市場知名度 
2011年創立的LINE，總部設在東京，是南韓最大入

口網站NAVER旗下公司。目前每月用戶量約2.2億人，其

中三分之二來自日本、台灣、泰國和印尼4個國家，在日

本受歡迎的程度更勝臉書和推特，營收近七成來自日本地

區。除了透過免費應用程式銷售貼圖、遊戲及廣告之外，

近來也推出線上音樂串流及叫車服務，以和WhatsApp等大

型對手競爭。這些服務使去年核心事業營收達到1,200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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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通訊軟體LINE在美國及日本風光掛牌，在美國首日上漲約27％，已經成為2016年規模最大

的科技業IPO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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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LINE為了繼續推動用戶成長，又在3月宣布將推出低

價手機，以吸引尚未購買智慧型手機但慣用LINE應用程式

的消費族群。

此外，積極擴展全球市場布局，目前更布局西班

牙在內歐洲市場，未來更計畫進攻北美市場。但受限

Facebook、WeChat等線上社群服務仍有相當高的使用黏

著，LINE更希望藉由上市吸取更多發展資金，同時持續擴

展現有使用人數，使其規模持續成長。

LINE在紐約發行的新股占整體IPO的63％，反映該公

司要讓聲名遠播亞洲外，挑戰臉書、微信等競爭對手雄

心。並藉由此次籌資，Line希望可強化亞洲市場領導地

位，長遠來說也可提升海外市場知名度。

LINE上市後首份財報表現亮眼，營收成長20％
日本通訊軟體LINE公布2016年上半年財報，也是

LINE IPO後首份財報。今年上半年的營業利潤為134億日

全球最大的通訊及社交媒體IPO數字
註：1999∼現今

$104B

$22B

$14.2B

$6.9B

$3.1B

$3B

$2.6B

$2.6B

$1.6B

$1B

$0.9B

$0.6B

Facebook, 2012

Whatsapp, 2014

Twitter, 2013

Line, 2016

Linkedln, 2011

Skype, 2014

Renren, 2011

Instagram, 2012

Viber, 2014

MySpace, 2005

Vkontakte, 2014

Kakao Corporation, 2014

資料來源:CBINSIGHTS

今年最大宗科技業IPO案
即時通訊軟體Line

各國最受歡迎的通訊APP排行榜
註:ANDROID APP資料:2016年4月      資料來源: Digital Vision



圓，相較去年同期營業虧損9.34億日圓；整體而言，營收

和去年同期的560億日圓相比，成長19.8％到670億日圓。

LINE的主要營收來源為遊戲和銷售廣告、表情符號和

電子貼紙，相較於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的廣告收入躍增

76％、貼圖業務成長14％，不過包含遊戲和音樂的內容類

別則下滑5％。據《路透社》報導，LINE執行長出則剛於

本月初表示，廣告收入對LINE而言是主要營收成長來源，

特別受到日本和泰國市場驅動。

截至6月底，Line全球月活躍用戶數量為2.2億，同比

增長4.1％。在日本、台灣、泰國和印尼這四大市場，Line

月活躍用戶數量為1.57億，同比增長20.8％。

受到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和WeChat等通訊

軟體在全球市場各據一方的影響，LINE難以拓展國際版

圖，目前用戶集中在日本、台灣、泰國和印尼四大市場。

截至今年6月，四大市場的每月活躍用戶較去年同期成長

21％到1.57億人，不過整體而言，全球用戶成長緩慢，較

去年同期僅增加4.1％到2.2億人。

LINE希望打入美國市場

LINE風光掛牌背後有藏有隱憂，投資人擔心用戶數已

觸頂，也質疑LINE能否把在日、台、泰國和印尼的高人氣

帶到其他市場，未來LINE的發展計畫將備受關注。LINE

的每月活躍用戶數近幾季徘徊在2.18億人，且用戶人口分

布一直無法顯著跨出日本、台灣、泰國和印尼，這四國用

戶就占了LINE的用戶人口2/3。

LINE首席營運官出澤剛（Takeshi Idezawa）表示：

“我們將LINE視作是智慧手機的入口。發展美國這樣的市

場是我們的當務之急。”而此次IPO所得資金將用於LINE

在整個亞洲展開擴張，並最終進軍美國市場。

今年2月，WhatsApp宣布其月活躍用戶已經突破10

億，每天發送消息420億條，發送圖片16億張，發送影片

2.5億段。同屬於Facebook的Messenger今年1月透露，其用

戶量已超過8億。

過去三年中，雖然LINE公司在全球的月活躍用戶數量

增長了兩倍；但現在，它的月活躍用戶數量的增長速度已

開始放緩了。歐美本土應用的崛起沒有給LINE留下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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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足的機會，文化差異、巨額的海外市場費用也都阻礙著

LINE開疆海外的腳步。其實不光遠在歐美，連印度市場也

沒有給LINE留下重要席位。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印度有

94.8％的Android手機安裝了WhatsApp。

微信（wechat）在中國更有著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

其功能早已超越了即時通訊軟體的範疇而滲透中國人生活

的各方面，根據市場研究公司On Device調查顯示，微信在

中國大陸的市場滲透率高達93％。這是包括LINE在內的

任何軟體無法比擬的。同時，中國市場有著非常嚴格的監

管，Twitter、Facecbook等老牌社交媒體無法辦到的事情，

對於LINE來說同樣困難。

全球最多人使用的通訊軟體排行榜

根據《SimilarWeb》在187 個國家（雖然其中僅包括 

Android 手機的資料，不包含 iPhone 或 Windows Phone）的

調查資料顯示，目前全球最受歡迎的幾款通訊 App，共包

括了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Viber，台灣人熟知

的 LINE，以及中國的微信。而其中最多人使用的 App，

則一如許多的人印象，依然是早在 2010 年就在行動平台

上佈局的 WhatsApp。

WhatsApp 在其中 109 個國家的使用率居冠，擁有超

過一半的比例。其中包括俄國、巴西、印度、英國、德

國、西班牙，中南美洲（甚至包含整個南美），和整個非

洲的用戶，都主要使用 WhatsApp 當作日常使用的通訊軟

體。

緊追在後的則是 Facebook 開發的 Messenger，共在 

WhatsApp 以外的 49 個國家居於主流，其中包括美國，

加拿大，澳洲，多數東歐國家，以及北歐國家。考量到 

Facebook 已經在 2014 年以 190 億美元收購 WhatsApp，讓 

Facebook 等同稱霸了全球 158 個國家的通訊軟體，佔聯合

國會員國總數超過 8 成。

Viber 則是受歡迎程度居第三的軟體，也是剩下的 App 

中，唯一稱霸超過 10 個國家的軟體。Viber 主要被使用的

地區是在東歐和巴爾幹半島，包括白俄羅斯、烏克蘭與塞

爾維亞，這或許與 Viber 來自塞普勒斯有關（不過塞普勒

斯人倒是主要使用 Messenger）。華

今年最大宗科技業IPO案
即時通訊軟體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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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書店一遊，不是只能在滿滿的書籍中尋找目標，而

是透過書店主人的創意，可以自己印列多年前的舊

書，或是購買極力推薦的一本好書，也可以是不買書，純

閱讀。

巴黎最潮書店只有椅子沒有書

今年3月，法國大學出版社（Puf）在巴黎開設了首家

隨選印刷（print on demand，POD）書店，也是歐洲第一

家。這家書店的出現，多少彌補了Puf在巴黎讀者心中留

下的缺憾。Puf已成立95年，1999年迫於趨勢關閉了在巴黎

第五區歷史悠久的實體書店（physical bookstore），令愛書

之徒扼腕。新開張的Puf書店在巴黎原址附近，只是進門

時已聞不到書香。

它們應顧客要求才印製，而且就在顧客眼前，從一部

「濃縮咖啡印書機」印出。製造這部機器的美國公司「隨

選圖書」選擇此一名稱，是認為你可在列印一本書所需的

這5分鐘內，完成這項活動：來杯快速咖啡。機器的創造

人將它標榜為「21世紀的古騰堡印刷機」。

書店負責人亞歷山德．戈德法說：「顧客們都很訝

異，最初，他們對使用平板有些不自在。畢竟，來書店是

為了能看到書。但是拜機器和平板電腦所賜，顧客手中現

在擁有一座數位圖書館。」從商業角度來看，戈德法說：

「我不再為庫存空間擔心。我們的空間不到80平方公尺

（約861平方英尺），而且我想提供多少書給讀者就有多

少書。」

書目還真不少。法國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5000本書盡

在其中，另外還有由「隨選圖書」彙集的300萬冊書，包

Variety 世界萬象

書店的經營已經因應科技與人性，展現不同的新面貌。

括來自美國10大出版商和公共領域的書籍。

法國大學出版社在業界的口碑有助該社吸引更多書籍

加入。一批法國出版商預計幾星期內送出他們書籍PDF檔

案。

戈德法說：「拜隨選模式所賜，我們可讓舊書復活，

過去舊書1年只賣5或10本。隨選列印，是一種新經濟模

式。」

這家日本書店一次只賣1本書

每年，總會有好幾十萬本書出版，看到這麼多的書，

書商總是為了要進哪本書還有要進多少本而傷透腦筋，不

過，在日本銀座的森岡書店用了一個特別的方法來解決選

書的問題，那就是一次只進 1本書。

森岡書店在今年 5月開張，每次進書的時候只選擇 1

本特定的書，也就是說，書店裡擺放的每本書都是同一個

書名、同一個作者。

 森岡書店每個禮拜會換一本書，過去賣過的書包括了

安徒生童話故事、嚕嚕米的作者楊笙（Tove Jansson）所寫

的小說《The True Deceiver》、赤木明登的《形の素》、小

川未明的《月夜と眼鏡》等書籍，明年預定要推出田附勝

的《魚人》攝影集。

 店長森岡督行有著多年的書商經驗，他表示，「在我

到銀座開這家書店前，我曾經在東京茅場町的一家書店工

作了 10年，那時候我的庫存有 200多本書，每年也要規畫

好幾本書的推廣。在這段時間，有很多人到店裡只是為了

找某一本書。因為我遇到滿多次這樣的情況，我開始想也

許書店裡只有一本書也可以營運下去。」

書店經營新面貌



 

根據森岡先生的說法，他的理念具有明顯的優勢：書

店可以為書本充當展覽的角色，使得故事可以生動形象

地打動顧客的心。他說：「這家只賣一本書的店也可以被

稱為『替單一書本規劃書展的書店』，舉例來說，當書店

在賣一本跟花有關的書，店裡可能就會擺上書裡提到的花

朵。另外，我也會邀請作者和編輯盡可能常到店裡，這都

是為了要把 2D的書本轉化成 3D的氛圍和體驗。我相信應

該盡可能讓客人、或者說讀者們感受到自己真的踏進了一

本書。」

這家書店的概念似乎得到許多人認同，有很多客人是

從世界各地來的。目前已銷售了 2,100本書。

他也表示，儘管「現在書的地位似乎被擺在電子書和

社群媒體等其他閱讀媒介後面」，但他相信「書是個從以

前到現在、並永遠都會有著特殊魅力的物品，所以未來還

是會有很多人繼續使用實體書，尤其是把書當成一個溝通

工具來使用」。

台灣「不賣書的書店」 100元看到飽

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退休後創設「益品書屋」。益

品書屋號稱「不賣書的書店」，戴勝益將其定位為社會企

業，不以營利為目的。

益品書屋的「益品」二字，取自於「戴勝益」和「王

品」最後一個字，益品書屋內有2,500本以精裝本為主的

各種書籍，只讓讀者看、但不販售，共200多坪、150個座

位。益品書屋每人入場費100元，供應咖啡、茶、冰砂等

飲品，讓讀者喝到飽，並且可以隨意看店內所有書籍，沒

有限制閱讀時間。

中國有「最美書店」之譽的鐘書閣

有「最美書店」之譽的鐘書閣繼在中國杭州、揚州落

戶後，第一次向上海中心城區進軍，在靜安區芮歐百貨大

樓開業。目前，鐘書閣已經有5家店。

創辦21年來，鐘書閣從松江出發，每到一地總能吸引

一大批忠實讀者，而且每家店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氣

質，並且與當地的人文氣韻完美融合。「鐘書閣」主人金

浩告訴記者，鐘書閣芮歐店的設計工作頗費周章，經過多

輪討論設計，最終確定「上海」成為這家店的精神符號，

將上海的元素展現在每一個細節之中。

金浩最看重的，還是圖書品質。每年國內新出版圖書

約60萬種，選書團隊挑出一兩萬種人文社科藝術類的新

書、經典書。店內既有設立專櫃的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等

經典學術書籍，也有近期一度賣斷貨的新書。

在很多人眼裡，「鐘書閣」在此開出面積近900平方

米的新店，既符合期待，也出人意料。一方面，作為建

設中的國際文化大都市，上海優質的實體書店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另一方面，上海南京西路一帶堪稱「最貴商

圈」，民營實體書店如何立足?芮歐百貨副總經理孫德文

說，商場對「鐘書閣」全力支持，書店讀者群和商場目標

客戶群有重疊，它帶來的人氣和附加值，比直接的租金收

益更重要。

鐘書閣主張「為讀者找好書、為好書找讀者」。如沒

有讀者需要的書，書店就去出版社單獨採購，或去其他書

店買，寧可虧錢，也要贏得讀者的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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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威運動科學學院（N o r w e g i a n  S c h o o l  o f 

SportsSciences）與劍橋大學分析體能活動對健康的

影響，從每天運動不到5分鐘，到每天運動60到75分鐘，

進行2到14年的研究分析，再調查其中有多少人過世。國

際團隊根據142國的100萬人資料研究結果顯示，現代人常

坐著不動，久而久之，罹患心臟病、糖尿病和癌症的人就

越來越多，但只要透過快走等簡單的活動，每天動1個小

時，就能降低因每日久坐8小時以上增加的早死風險。

此外，2013年全球因為身體缺乏活動，因此耗費675

億美元，包括538億美元的健康照護支出，以及因生產力

流失損失的137億美元。

每年有超過500萬人因缺乏活動引發的疾病死亡，接

近每年造成600萬人死亡的吸菸。挪威運動科學學院教授

厄克倫（Ulf Ekelund）指出，許多通勤到辦公室上班的

人，經常必須長時間坐在辦公室，每天進行1小時的體能

活動最為理想，例如晨跑，午餐時間外出散步，或是騎單

車上班，如果做不到這些，至少每天要想辦法做一些運

動。他說，每天即使只做1小時的溫和運動，都對健康很

有幫助。他也指出，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每週至

少溫和運動150分鐘，這個運動量都可能不夠了，全球還

有1/4成年人做不到。

這篇發表在「Lancet」的研究報告指出，每天看電視

超過3小時早逝的風險也提高，研判可能是很多人在晚餐

後看電視，新陳代謝機能受到影響，同時不少人看電視時

也會邊吃零食，生活型態普遍較不健康。

研究人員建議政府應該制定更有利民眾進行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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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不動
讓世界一年損失67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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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缺乏活動造成許多健康問題，連帶導致健康照護支出大增與生產力流失，2013年全球因此

耗費675億美元，但只要每天動個1小時，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的政策，例如巴士站之間的距離應該拉長，鼓勵民眾多走

路，同時讓辦公室員工可以更方便進行體能活動，例如午

餐時間更彈性，以及辦公室內有淋浴設備。

中年胖子比瘦子，腦部老10歲
新的科學研究顯示，體重過重或肥胖的中年人，腦部

有加速退化跡象。與體重正常的人相比，40歲以上而體重

過重的人腦部似乎老10歲。

在「老化神經學期刊」發表的研究報告說，隨著年歲

增加，胖子的腦部一直維持超前老化10年的差距。腦部老

化主要反映在腦部白質顯著減少。白質是讓腦部不同部位

能夠互相溝通的結締組織。

英國劍橋大學的莉莎‧若南說，隨著腦部衰老，腦部

體積逐漸縮小，與體重正常的人相比，體重過重或肥胖的

人腦部白質縮小得更快。科學家現在只能猜測究竟是體重

過重導致腦部改變，還是腦部白質含量低導致體重增加。

研究團隊招募473名20至87歲志願人員，把他們分成

體重正常的瘦子組，以及體重超重或肥胖的胖子組，以探

究肥胖對成年人終其一生的腦部有何衝擊。他們發現這兩

組人進入中年後，腦部白質密度開始出現顯著差異，胖子

組腦部白質廣泛減少，顯示在這個老化階段腦部可能特別

弱。50歲的胖子腦部白質數量與60歲的瘦子大致相同。

不過，研究人員說，胖子腦部白質雖然減少，可是認

知能力或智商與瘦子並沒有顯著差別。這顯示有必要更深

入探究體重、飲食和運動對腦部和記憶力的影響，更重要

的是探尋減肥能否扭轉這些改變。華



   

耗5年12億人民幣
全球最大望遠鏡完工

位於中國貴州平塘縣、500公尺單口徑球面無線電望遠鏡（FAST），主體工程竣工，將進行測

試。這座全球最大的單口徑球面無線電望遠鏡花5年興建，耗約12億人民幣，可望提升人類發現宇

宙文明機率。

這
座位在貴州黔南州平塘縣的「大窩」巨大天坑中

的單口徑球面無線電望遠鏡（Five hundred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FAST），面積相當於30個足

球場，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最大的天文工程，總投資近12

億人民幣，2011年3月動工，今年9月全部完工。

從外形上看，FAST像是一口巨大的「鍋」，與一般

的光學望遠鏡不一樣，這塊鏡面由4450塊、186種大小不

同的三角形反射板組成，面積約25萬平方公尺，每一塊可

以不斷變形，追蹤移動的天體，形成拋物面匯聚電磁波，

就像一口大鍋中又套著個可以移動的大碗。建成後的望遠

鏡將對全世界科學家開放。科學家甚至可在北京等地遠程

遙控觀測。

理論上，FAST能接收到137億光年以外的電磁信號，

這個距離接近於宇宙的邊緣。

FAST旨在實現大面積、高精度的天文觀測，目標包

括巡視宇宙中的中性氫、觀測脈衝星、探測星際分子、搜

索可能的星際通訊信號等，其應用目標是在日地環境研

究、搜尋地外文明、國防建設和國家安全等方面。有專家

表示，FAST建成後將會使大陸深空探測能力從月球軌道

擴展到太陽系邊緣，也可能會讓科學家發現此前從未發現

過的天體，研究宇宙起源和星系形成、演化的過程，還能

透過搜索宇宙中微弱的訊號，探索外星生命。

「FAST」將有利於觀測脈衝星、星際通訊信號等，

中國大陸科學家說，這座射電望遠鏡在未來十至廿年將保

持世界一流地位。與號稱「地面最大機器」的德國波恩

一百米望遠鏡相比，FAST靈敏度將提高約十倍；與被評

為人類廿世紀工程之首的美國Arecibo三百米望遠鏡相比，

其綜合性能提高約十倍。目前人類已發現2500顆脈衝星，

使用「FAST」後，發現機率可增加1倍，而發現地球以外

文明的機率也將大幅提升5至10倍。 

千百年來人類只通過可見光波段觀測宇宙，實際天體

的輻射覆蓋了整個電磁波段。射電望遠鏡是在無線電波段

觀測天體。由於無線電波可穿透宇宙中大量存在而光波無

法通過的星際塵埃，因而射電望遠鏡可以觀測更遙遠的未

知宇宙。射電望遠鏡幾乎可全天候、不間斷工作。

科學家從約四百個備選窪地中選定貴州「大窩」作為

傾聽宇宙的地方，因為它不大不小，深度合適，形狀很

圓，適於施工建設。附近5公里半徑內沒有一個鄉鎮，25

公里半徑內只有一個縣城，無線電幹擾較少。為了人類最

大的望遠鏡，「大窩」的居民搬遷到鎮裡居住，「外星人

讓他們搬離了這個地方」。

國際著名搜索外星人的SETI計畫首席科學家丹．沃西

默表示，希望能與FAST望遠鏡合作，一起尋找外星人。

推進中國的太空計畫是北京的重

點，習近平主席要求中國成為太

空大國。中國的太空計畫包

括在2036年將宇航員送上月

球，並建立太空站，其

太空站工程已經啟

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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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如何被革新建築技術所滿足。這批充滿創意的傑作也

象徵了建築實踐的跨國界。

柯比意是瑞士裔法國人，1887年出生，1965年過世。

他跟美國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德國包

浩斯創始人葛羅培茲（Walter Gropius）以及密斯凡德羅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並列現代主義建築四大天

王，柯比意在1926年提出的現代建築五原則，底層架空、

屋頂花園、自由平面、橫向長窗、自由立面，對於後世影

響深遠。

 從建材到設計，柯比意都對後世的建築概念產生很大

的影響。20年代初，他運用新的工業材料與技術取代使用

已久的混凝土，為後代建築帶來新的啟發；他曾提出用柱

子代替牆身支撐建築物，以應付二戰後人口激增導致的空

間需求，雖然不被當時的人們接受，現今卻被建築師廣泛

應用。華

這
次列入世界遺產的一系列作品，是從柯比意眾多

建築作品中精選17處，分別位於德國、阿根廷、

比利時、法國、日本、印度、瑞士等7個國家。柯比意運

用了全新的方式來打造建築，花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

來完成這一系列作品，並稱之為「耐心的探究」（patient 

research）。

而柯比意將其最偉大的功勳留給法國，獲選世界遺

產的建築中，10座以上是在巴黎。如馬賽（Marseille）

的「閃耀城市」（La Cite Radieuse）建築、鄰近里昂

（Lyon）的拉特瑞（La Tourette）修道院，以及鄰近巴黎

的薩伏瓦別墅（La Villa Savoye）。

還包括1959年在東京落成的國立西洋美術館，這棟建

築以架空式樑柱設計、螺旋狀的迴廊，以及大量自然光營

造的光影美感聞名，先前已經列名日本重要文化財。現在

申遺成功，也成為日本境內的第20件、東京的第一件世界

遺產。

另一件在亞洲的柯比意作品，是他於1950年代為印度

打造的模範城市香地葛（Chandigarh）。其他十多件集中

在法國。包括收藏家侯西位在巴黎的住宅、這棟超過90年

歷史的建築，現在是柯比意基金會所在地。

有「現代建築之父」美譽的柯比意

有「現代建築之父」美譽的柯比意獲選的作品彰顯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著重功能性、以混凝土、鋼鐵與玻

璃為建材的作法，對現代化運動的貢獻。

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柯比意作品代表人類創造性的

才能，給當今世界的建築帶來很大影響，這17件他花了半

世紀完成的作品，反映了在20世紀的現代運動中，社會的

三度叩關終於成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著名建築大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的作

品列為世界遺產，這些建築作品分散在法國、日本等7國的17項建築。

Variety 世界萬象

建築大師柯比意
17作品列世界遺產

▼柯比意獲選世界遺產的建築中，10座以上是在巴黎。如馬賽的「閃耀
城市」（La Cite Radieuse）建築。



 

佛羅倫斯面臨
古蹟完整保衛戰

佛羅倫斯的聖母百花主教堂終年遊客如織，麥當勞估計，如果順利進駐教堂前的廣場設店，每

年可吸引200萬名客人。但是，市政府以保護古蹟和飲食傳統為名，拒絕麥當勞的申請。

1296年開始興建的聖母百花主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是佛羅倫斯的地

標，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一年四季絡繹不絕。

儘管在佛羅倫斯市已經有9家分店，麥當勞一直計劃

能夠占據古城區的心臟，因此，全球速食龍頭老大向市政

府提出申請。

為了保護古城中心的飲食文化，佛羅倫斯市政府在今

年5月通過新法規，在市中心新開的食品店、餐飲店，販

售的產品中至少50％必須是來自在地的食材。但如有特殊

情況，可以申請豁免，由市政府進行個案審查。6月底傳

出麥當勞向市政府申請豁免，立即引來市議員批評，民眾

也在網路上串連，反對麥當勞進駐主教堂前廣場。

面對抗議的聲浪，佛羅倫斯市長納爾戴拉

（DarioNardella）也表示反對麥當勞在最具象徵的地點開

店，他說，「這與我們多年來反對速食，保護城市傳統與

認同的戰役不協調。」

麥當勞為了符合市政府的要求，計畫中的新餐廳將由

工作人員到桌服務，內部也會有書店，並搭配符合佛羅倫

斯歷史的圖像與設計。

佛羅倫斯古城中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認定的文化資產，市政府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在7

月初表示，「建築設計、櫥窗和招牌都不適合主教堂。」

並指出，「麥當勞使用大量冷凍食材，在特定季節才會運

用義大利當地的食材。使用當地食材的舉措值得嘉許，但

並不普遍。」拒絕了申請。

麥當勞開店，促使慢食（Slow Food）運動的誕生

佛羅倫斯市政府拒絕麥當勞進駐城中心的聖母百花主

教堂廣場，為的是保護飲食傳統與往日榮光。但批評者指

出，在全球速食龍頭搶進地標前，過多遊客早已經扼殺了

文藝復興之城。

1986年麥當勞在羅馬地標西班牙廣場開設分店時，引

發激烈抗議，促使了慢食（Slow Food）運動的誕生。時隔

30年，速食與慢食的對抗繼續在義大利上演。

佛羅倫斯作家阿雷葛朗堤（David Allegranti）說，

「佛羅倫斯早已經是迪士尼遊樂園，充斥著紙盒裝的披

薩，以及充滿化學添加物的冰淇淋。」他說，市中心已經

被跨國企業盤據，例如瑞士蓮（Lindt）、Swatch，而許多

義式冰淇淋店其實是英國與荷蘭的跨國企業下屬連鎖店。

他質疑，在佛羅倫斯中央市場的Eataly連鎖美食超市

雖然宣稱是販售義大利食材，但許多產品其實不是佛羅倫

斯所在的托斯卡尼（Toscana） 大區生產，不符合市政府

的在地食材主張。

「百花城郵報」（Corriere Fiorentino）的總編輯厄米

尼（Paolo Ermini）則說，「佛羅倫斯的市中心到處是違

法的流動攤販、假的街頭藝人，以及烏合之眾般的旅行業

者。麥當勞哪裡稱得上是醜聞？」

政治哲學教授泰德斯可（Francescomaria Tedesco）指

出，「過多的遊客已經讓佛羅倫斯變成斷垣殘瓦。如今我

們要的是怎樣的認同？驟然尋求單一認同是危險的。認同

需要日復一日在共同的生活中打造，但市中心已經沒有在

地居民了。」新式飲食文化的侵襲，讓各地面臨一場傳統

保衛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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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十二座主題花園，包括沙漠花園、百合池塘、椰林花

園、叢林花園、亞熱帶花園、澳大利亞花園、玫瑰花園、

藥草花園、莎士比亞花園、茶花園、日本花園和中國蘇州

庭園。

流芳園十年設計施工才落成開放

「流芳園」的預定面積是12英畝，經歷了十年的設計

規劃和施工，終於完成了首期工程5英畝，約總計畫的三

分之一，於2008年2月23日隆重地對外開放，園方使用舞

這
座佔地廣大的圖書館、美術館和植物園，位在

洛杉磯東邊的聖瑪利諾市，原來是美國鐵路大

亨克利斯‧漢庭頓的侄子——亨利．漢庭頓（Henry E. 

Huntington, 1850∼1927）與他妻子雅拉貝拉（Arabella 

Duval Huntington）的私人宅邸，建於1911年，享利‧漢庭

頓於1927年過世後，其妻子按照亨利的遺願，把整個物業

捐出來成立基金會，並於1928年2月開始對外開放，至今

已經88年，是南加州地區非常著名的景點。

流芳園是漢庭頓十二座主題花園中，最後建成的一

吳宗錦｜圖‧文

World Traveler
寰宇行腳

漢庭頓圖書館、美術館與植物園（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

是它的全稱，佔地207英畝，包括十二個主題花園、一個大溫室、一座圖書館、三座美術館、一處教

育和遊客中心，2008年2月對外開放的中國江南蘇州庭園「流芳園」是其中之一。

漢庭頓圖書館的流芳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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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著名的中國江南蘇州庭園

▼玉帶橋和邀山臺一氣呵成，

蘇州庭園風貌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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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園的映芳湖美景，太湖石「補天」與「不波小艇」觀景台相映成趣。

▼映芳湖美麗挺拔的荷花。

龍舞獅等中國元素，慶祝「流芳園」的落成啟用，南加州

地區的華人、華僑領袖和捐款者，與主流社區人士一起歡

慶這座南加州獨一無二的中國式蘇州庭園開門迎客。

從此南加州洛杉磯地區多了一處可以休憩溜達的去

處，因為漢庭頓圖書館就位在南加州著名又富裕的社區聖

瑪利諾市（City of San Marino），這裡居住很多富裕的華

人，多半是企業主和醫師、律師等專業人士，房價都在

二、三百萬美元以上，居住環境本來就不錯，現在又多了

一處蘇州庭園，讓更多富有的華人爭相想要住進聖瑪利

諾，房價更是三級跳。

居住在附近的華人屋主，最喜歡一大早進入漢庭頓流

芳園走路散步健身，不但空氣清新，環境優美，還能飽覽

江南風光。每天一早在流芳園裡走一回，讓人一整天都精

神氣爽。我的一位獅子會的朋友，就住在漢庭頓園區側門

隔一條街，走路三分鐘就能到流芳園，他幾乎每天都會進

入流芳園和其他花園散步、健走。另外一位中醫師朋友，

他家就在漢庭頓園區側門斜對面，過街就是植物園和流

芳 園，他每天一早必到漢庭頓流芳園走上八圈，並在漢庭

頓園區裡走上二、三個小時，因為天天健身，雖然已經近

八十歲，卻還能健步如飛。

在朋友的邀約下，有天我也起個一大早，和朋友們到

漢庭頓圖書館園區和流芳園健走，走了一個半小時下來，

雖然汗流挾背，果然是身輕氣爽，非常舒服。此後我也

迷上了到漢庭頓園區走路的習慣，但因為我住在洛杉磯

更東邊的亞凱迪亞市（City of Arcadia），需開車20分鐘才

能到，因此無法每天去，但一個月總會去個二、三次。有

一回在流芳園的「滌慮亭」，看到一對詩句：「流水可清

心，芳山宜靜觀」，我心血來潮，加了第三句─「園林能

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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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可清心，

   「芳」山宜靜觀，

   「園」林能借景。

                ─ ─ 晨遊漢庭頓流芳園有感

流芳園的文學意涵和寫意象徵

「流芳園」的名字，包含了文學意涵和寫意的象徵。

詩人曹植（公元192∼232年）的〈洛神賦〉詩中寫道:「步

蘅薄而流芳」，形容洛神輕步走過草叢，卻傳來一陣陣幽

香。「流芳」二字也讓人想起明朝的山水畫家李流芳（公

元1575∼1629年），他的山水畫留芳後世。流芳園裡的

花、草、樹木，松、竹、梅、蓮花、荷花⋯⋯等所散發出

來的芳香，讓庭園裡香氣瀰漫，足以到處流芳。

    流芳園是遵照中國著名的江南蘇州園林的建築原理

而建，還敦聘了六、七十位蘇州園林工匠遠從中國前來施

工建造，園裡所需的山水奇石「太湖石」、仿古磚頭、中

式漏窗和琉璃瓦等建材，全部從蘇州運過來。經過了五、

六年的施工，這座江南蘇州庭園的第一期計畫才完成。

流芳園首期開放的部分，包括有三合院的「芭蕉

院」、「玉茗堂」、「活水軒」、「清芳齋」，從名為

「別有洞天」的正門近入，右轉經過芭蕉院右側長廊「水

▲流芳園正門稱為「別有洞天」，進入之後，真的別有洞天。

▼太湖奇石「補天」。



也讓主流社區人士有一處可以感受中華風情文物的中式庭

園，是功德無量之舉，難怪當初籌建時，有很多華人華僑

不但樂觀其成，還踴躍樂捐，共捐款五千萬美元。在進入

流芳園之前，有一座三面牆的捐款者芳名錄，刻上了密密

麻麻的捐款者名單，其中有很多華人機購和個人名字。

雖然沒有像遊覽蘇州有五百年歷史的「拙政園」那樣

的古趣，但是漢庭頓圖書館的流芳園，絕對是南加州一處

值得一遊再遊的好庭園，不論您是住在美國，還是您只是

來洛杉磯旅遊，有機會的話去走一趟吧，絕對是值回票價

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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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院是中式古老三合院的中庭，玉茗堂、活水軒、清芳齋圍繞著芭蕉院。

雲廊」，就來到「玉鏡台」和「愛蓮榭」，走過「翠霞

橋」、「落雁洲」和「玉帶橋」，就是「三友閣」亭台。

再往前左轉經過「聽松」拱橋，就來到「清越臺」。再繼

續左轉經過九曲湖道「魚樂橋」，走過「鴛鴦洲」和「步

月橋」，就是船型觀景台「不波小艇」，從觀景台沿著

「映芳湖」湖邊再繞過去，經過太湖奇石「補天」，就回

到芭蕉院和面對湖景和山景的「邀山臺」。所有的亭台樓

閣，都經過精心安排和佈置，漫步在流芳園的小徑步道之

間，每一個轉角、每一個轉折，都能看到不同的風景，蘇

州庭園式的景物，讓人有如置身在中國的山水畫卷裡。

流芳園裡的湖面有二處，一大一小，大的稱「映芳

湖」，小的叫「碧照塘」，是利用漢庭頓園區每遇豪雨就

積水的低窪處，自然地依照地勢挖掘成為人工湖。

蘇州式的江南亭榭樓臺等建築，和奇形怪狀來自蘇州

的太湖石，錯落有致地環繞著湖泊和池塘四周，湖畔並種

上梅花、桃花、竹林和楊柳樹，與原生的加州橡樹和平共

存，形成有趣的對比。湖裡除了沙洲小島「迎鶴洲」，也

種上蓮花和荷花，還養了一大群錦鯉，是如假包換的蘇州

庭園山水景觀。

在美國加州，能有這麼一處蘇州庭園，讓已經在美國

落地生根的華人同胞，有一處可以安慰懷鄉情愁的地方，



嘉言集

很多人怕做錯事而不敢做決策，這是錯的。比起一

個不好的決策，更糟糕的是『不做決策』。

愛沙尼亞前總理／拉爾  
愛沙尼亞人在一起，會有四、五種以上的意見，有

意見是好事。我們在形成決策的過程中，透過爭論，可

以找出最好的解方。但最後必須有人站出來做決策，並

承擔責任。

再好的題目都有可能失敗，現在看似不好的題目，也

有成功的機會

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

他認為，創業成功的關鍵不在題目、也不在錢，

要錢不難，只要3張投影片（power point）就可以要到

1,500萬元，另創業的發明也不匱乏。他還指出，創業

決心簡單說，是將吃苦當成吃補，這樣才能培養解決困

難的能力，唯有培養解決困難的能力才是真的能力。創

業是個艱辛的過程，創業家要學會去享受它。

任何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下的人，如果能夠養雞，日

子就會好過得多。

比爾蓋茲

他認為，改善貧窮最實際的方式不是靠電腦與網

路，而是養雞。養雞可以賺錢，可以保證糧食供應。 

養雞成本低，所需空間也很小。一個農民養五隻母雞，

大約三個月內就會有40小雞。在西非，每隻小雞可以賣

5美元。農民可以每季賺200美元，一年賺800美元。雖

然不多，但可跨越年收入700美元的極端貧困線。除此

之外，雞蛋和雞肉還能提高窮人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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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對手，才能從競爭中得到成長，讓企業保持學習動

力。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共同創辦人／鄭志凱    
一般人，碰到競爭對手，傾向於打壓對手；少數人，

選擇尊重對手。他說，這正是一個組織或個人之所以傑出

或平庸的關鍵所在。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為了做『植物』、放輕鬆，或把

我們的生活變成能舒服入睡的沙發。我們為了另一個理

由而來：留下印記。」

教宗／方濟各    
他指出：「我們生活的時代並不需要年輕的『沙發馬

鈴薯』，需要的是穿上鞋的年輕人，更棒的是繫鞋帶的靴

子。」他敦促大家離開舒適圈、照顧有需要的人，投入社

會成為「政治家、思想家、社運人士」，並建立以團結為

本的全球經濟，在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年輕人不要再當酸民，該把精神放在努力工作以便實現

夢想上。

艾瑪史東    
艾瑪表示從15歲就到好萊塢尋找演出電視電影的機

會，被拒絕是家常便飯，也有過幾次非常羞辱的試鏡經

驗。她認為現今年輕人都已經掉進毒舌嘲諷的深淵，對任

何事都帶著嘲弄的眼光，只會盡量挑毛病，她希望年輕人

不要再當酸民，該把精神放在努力工作以便實現夢想上。

全球智慧Global Wisdom



是一張張進出誠品讀者的笑容，帶給我持續前進的力量

誠品創辦人／吳清友    
他在回首創業以來的一萬天，有浪漫、天真、美好，

也有苦澀、現實，「我不是鋼鐵人，還是有脆弱的時

候，」儘管如此，他從沒想過退卻，是一張張進出誠品讀

者的笑容，帶給他持續前進的力量。

當你悲傷的時候，就意味著你的快樂即將到來，每個人

都有自己特別難過的時候，但一定要永遠向前看哦。

中國泳將／傅園慧    
以「洪荒之力」暴紅的中國泳將傅園慧，好動個性展

露無遺。但卻表示：「我不想當網紅、諧星、表情包，我

的性格就是這樣，但我的職業並不是網紅，我是一個運動

員，因此還是希望大家通過成績的閃光點關注我。」同時

也分享人生哲學，永遠向前看。

創意不值錢，值錢的是你如何把它呈現出來。

夢田文創執行長／蘇麗媚    
創業，貴在初衷，對應在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亦如

是。她表示，逐夢踏實需要的是穩紮穩打地做功課，以文

化「採集」的方式找到不可取代的在地文化符號。

一個人有無人文素養與所學專業無關，甚至與讀書多

少無關。如果沒有人文素養，讀書人反而是最壞的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他表示，不懂的事情，不應亂發評論。但現實中，

知之的，不說；不知的，卻到處亂說。他指出，社會上

有種誤解，認為教授、校長無所不曉，有人也會發表各

式各樣的言論。不幸的是，相信（這種錯誤言論）的人

很多，最終把社會搞亂了。

 

「見多識廣」是不夠，必須提升到「見多識深」的層

次。

商業周刊發行人／王文靜  
她引用猶太人的名言：『如果不讀書，行萬里路也

不過是郵差』。所以，人生必須擁有終生學習，探索世

界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