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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技與創新成為競爭力高低的決定因素，當前的科技突破

科

以及創新、創意，更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產業、一個公

司能否在劇烈競爭中生存的條件。大數據、人工智能、5G技
術、自動化、生物科技、精準醫療等等，以及種種未知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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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將是絕大部分產業必須思考如何結合的領域。科技創新
帶動新創事業蓬勃發展，為經濟成長注入新活水。科技正主宰
人類社會，我們的生活早已離不開手機與網路，自動化技術正
在改變各大產業的未來面貌，未來又有什麼樣的新科技趨勢會
主導這個世界呢？
2019年10月在澳門威尼斯人舉行的「第十六屆世界華商
高峰會」的主題是：「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大會召集
人丁楷恩執行主席在開幕時表示：「這三個『新』的核心，終
歸是『新科技』。也就是說，我們要探討的，是新科技能帶給
我們什麼新的機遇與發展。」美國資訊科技研究與顧問公司發
佈的《2020十大科技趨勢報告》，揭示未來五到十年將影響
世界的十大科技趨勢，包含 : 超級自動化、多重體驗、專業知
識的全民化、增進人類賦能、透明化與可追溯性、更強大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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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運算、分散式雲端、自動化物件、實用性區塊鏈以及人工智
慧安全性。這十個趨勢彼此互相影響，資訊技術領域的領導者
必須決定怎樣的結合運用，才能最具創新與戰略性。
本期【封面故事】以「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為主
題，探討這個主題會帶給我們怎麼樣的未來，刊出了台灣大學
前校長楊泮池在華商高峰會的主題演講「精準健康和人工智慧
是生醫產業之未來趨勢」，和超導體專家朱經武博士演講的
「生命最高的喜悅：尋獲新知」，並簡略的說明超導體的特性
以及可應用的範圍。同時也報導了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
會過程，以及頒發「世界華商創新獎」獲獎企業的簡介。
【特別報導】報導了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赴澳門出
席慶祝澳門回歸中國廿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並以「小而富、小而勁、小而康、小而美」總結澳
門的成績。【產業風雲】刊出「LINE與Yahoo JAPAN合併創
造『一億人經濟圈』」、「美國四大科技巨頭的難解困境」、
「串流影音媒體大戰時代」等精彩內容。【神州大地】刊出
「中山、珠海行」一文，圖文記錄了這次華商高峰會會後的
「粵港澳大灣區考察」行程。其他的【全球視野】、【財經報
導】、【世界萬象】、【華商短波】、【全球智慧】等專欄也
有很多精彩內容，請大家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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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失落的歐洲大陸「大亞得里亞」
近日科學家在地中海區域，重建地質演變歷史時，竟在南歐底下，發現大小相當於格陵蘭島的
失落大陸「大亞得里亞」（Greater Adria）。此地區每年都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卻渾然不知
他們都見證了失落大陸的存在證據。
你沿著散布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周圍的山

址（Paleomagnetic Sites），首次利用GPlates電腦模擬程式

脈地帶行走時，可能會發現自己正費勁攀爬通過

重建地中海區域的地質演化過程，最後製作出12幅古地質

當

的，是一塊失落已久的大陸坍塌後的殘餘物。科學家在

構造模擬地圖，意外發現了這塊「失落的大陸」。

2019年9月的《岡瓦納研究》（Gondwana Research）期刊
裡，描述以前所未有的詳細程度，重現過去2億4000萬年
間，地中海地殼結構史。

原始古大陸岡瓦納古陸
岡瓦納古陸是推斷位於南半球的原始古大陸。又稱南

帶領這次研究的烏得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地

方大陸、岡瓦納大陸。其範圍包括現代的南美洲、非洲、

殼構造和古代地理專家杜威．范．辛斯伯格（Douwe van

南極洲、澳大利亞以及亞洲的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有

Hinsbergen）說，重建地質上的這一段過去，是理解現在

人認為還應包括中南歐和中國喜馬拉雅等地區。岡瓦納

地質的關鍵。其研究團隊10年前打算重建地中海區域的山

一詞來源於印度中東部的地名，奧地利地質學家E．修斯

脈與地質構造形成過程，研究人員分析了2300個古地磁位

（1885）首先用以命名地史中的南方大陸。岡瓦納大陸隔

▼岡瓦納古陸（Gondwana）分裂成非洲、南極洲、南美洲、澳洲、中東

特提斯海與勞亞古陸相對。

和亞洲部分地區，而「大亞得里亞」也曾是它的一部分。

岡瓦納古陸（Gondwana）分裂成非洲、南極洲、南美
洲、澳洲、中東和亞洲部分地區，而「大亞得里亞」也曾
是它的一部分。
「大亞得里亞」隨著岡瓦納古陸分裂後，形成
了自己的大陸。在2.4億年前，「大亞得里亞」開
始向北遷移，隨之獨立，而在約1億至1.2億年
前與歐洲發生擠壓、碰撞。英國的科學新聞
網站《生命科學》（Live Science）對此則認
為，阿爾卑斯山很可能便是藉由這類的碰
撞來形成的。

板塊擠壓「大亞得里亞」1.4億年前
沒入南歐
以現在的地理位置來看，它遍及阿爾卑斯
山至伊朗，面積約與世界最大島「格陵蘭島」相
當。這塊「失落的大陸」大約在2.4億年前的三疊紀
時期開始形成，橫跨西班牙到伊朗。透過地質重建模
型，可以知道在距今大約1億4000萬年前，這塊遺落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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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因板塊擠壓而與現在的西班牙、法國南部和北非分離開
來，形成獨立的陸地，並逐漸被埋入南歐，也就是現今義
大利、希臘、克羅埃西亞底層。由於該區域被地質學家稱
為亞得里亞（Adria），研究團隊於是將這塊失落大陸取名
為「大亞得里亞」（ Greater Adria）。
范•辛斯伯格表示，研究山脈的演變可以顯示大陸的
變化，「在我們調查的連綿山脈之中，多數都源自於約2
億年前與北非分離的獨立大陸。」而如今這個大陸剩下的
殘骸，是一條條帶狀的地形，從杜林（Turin，義大利北部
城市）經過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一直延伸到形成義

▲重建大約一億四千萬年前的大亞得里亞、非洲和歐洲。在淺綠色，

大利靴子地形的跟部，就散布在威尼斯和杜林（Turin）之

淹沒的部分是大陸架（即大陸沿岸土地在海面下向海洋的延伸，是被海

間，以及克羅埃西亞的伊斯特里亞（Istria）地區。失落的

水覆蓋的大陸）。

大陸遺蹟可以在土耳其的托魯斯山脈（Taurus Mountains）

（Mauritius）底下，發現被熔岩覆蓋，自2億年前開始分裂

中看到。

的超大陸「岡瓦納大陸」（Gondwana）的遺留物；同年9
月，另一團隊則透過南太平洋的海洋鑽探，在海中發現失

「大亞得里亞」顛覆傳統地質學對板塊構造論假說

落的西蘭大陸（Zealandia），其大小約是澳洲的2/3。

「大亞得里亞」顛覆了傳統地質學對板塊構造論

根據古代岩石的分析顯示，地球上最早出現的大陸很

（plate tectonics）的假說。傳統的想法認為，板塊與板塊

可能都消失了，其生命史也隨之失落，不過，這就如同失

互相碰撞，一方被擠壓後沒入海底，另一方則突起，成

落的文明一樣，只要知道如何尋找，其實這些大陸是有留

為今日的高山，不過這樣的假說並不適用於「大亞得里

下痕跡的。

亞」。研究團隊發現的證據顯示，一億多年前，大亞得里
亞大陸沉入歐亞大陸板塊之下時，大陸上部分岩石太輕，
並未隨大陸一同沒入海底，相反的，它們像是被「刮除」
一般留在陸地上。

地質學為地球上的大陸付出努力
杜威•范•辛斯伯格在科學期刊《岡瓦納研究》上寫
道，所有的一切都雜亂無章，他在過去十年一直都在研究

大亞得里亞地區，大部分被淹沒在水裡，被淺海，

這個難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地質調查、自己的地

珊瑚礁和沈積物所覆蓋，而當大亞得里亞受板塊擠壓、

圖、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大陸。我們藉此研究，讓一切統

陷於南歐地幔之下時，沈積物形成岩石，並像藤壺一樣

整在一起。」他們仍在為地球上的大陸付出努力。

被刮掉，最終這些碎石形成包含阿爾卑斯山（Alps），亞

地質學從大亞得里亞的發現中學到了什麼呢？首先，

平寧山脈（Apennines），巴爾幹半島（Balkans），希臘

它的假設是正確的：地中海的地質學相似性確實指向了

（Greece）和土耳其（Turkey）等地的山脈。辛斯伯格指

一個丟失的大陸，現在已經被發現了。其次，大亞得里亞

出，這表示每年都有大量的遊歐旅客，在渾然不知的情況

地區的重建也使地質學家認識到俯衝是形成山脈的基本方

下，於失落的大亞得里亞上度過假期。

式。他們也學到很多關於火山活動和地震的知識。杜威•
范•辛斯伯格說：「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某一特定

非首度發現的失落大陸
「大亞得里亞」其實並不是唯一一個失落的陸地。
2017年1月，科學家宣布，在印度洋西南方島國模里西斯

區域在遙遠的將來會是什麼樣子。這些洞察力，將幫助科
學家和測量人員識別和定位山區的礦藏和其他有用的物
質。」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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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糧食耗損率約達14%
中亞和南亞最嚴重
聯合國（UN）的報告顯示，全球在收穫後到零售前的供應鏈環節內所損失的糧食，約占到總產
量的14％，對生產糧食的土地及水資源構成壓力。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19年糧食及農業狀

5.8％。從商品分類來看，根類、塊莖和油料作物的耗損比

況》報告，全球每年有價值約4000億美元的糧食甚

例最高，為25.3％；水果蔬菜類為21.6％；而穀物和豆類

至在運到商店之前就被浪費掉了，相當於全球每年糧食產

的耗損比率最低，為8.6％。報告指出，針對東亞和東南亞

量的14％左右。該報告引用的是2016年的最近可用數據。

地區的許多研究都顯示，在中國，捲心菜的損失比例可能

根

高達47.5％，因而急需採取相應的干預措施。
此外，在零售和消費環節也存在著大量「糧食浪

糧食耗損之定義
糧農組織確認幾個概念：糧食在供應鏈過程中發生數

費」。商品保質期限，消費者對於食物顏色、形狀、美觀

量減少或質量下降稱為「糧食耗損」或「糧食浪費」：發

的要求，消費者購買及烹調的計劃性不強、儲存不當、購

生在從收穫後到零售前環節的是「糧食耗損」，發生在零

買過多等，都是導致浪費的主要原因。

售及消費環節的則為「糧食浪費」。動物飼料等用作其他
目的的食物，以及因不可食用而遭到棄置的部分食物，不

在中國，天氣狀況是導致小麥未能及時收穫主因之一
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近期對中國、厄瓜多爾、埃塞俄

在計算範圍內。
報告指出，「糧食耗損」的發生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

比亞、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及秘魯主要糧食作物所做的一

的，包括收割和儲存方式、運輸方式，缺乏完善的基礎設

份研究顯示，在中國，天氣狀況是導致作為主要糧食之一

施、物流設施，枯萎病和氣候條件等。

的小麥未能及時收穫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機械及人工作業
則是在收穫之後引發損失的主要因素。

中亞和南亞地區的糧食耗損率最高
報告顯示，從同一商品分類和同一供應鏈環節來看，

每天預料有逾8.2億全球人口挨餓

中亞和南亞地區的糧食耗損率最高，達20.7％；其次是北

食物浪費議題正引起各國爭議，主因溫室氣體排放增

美和歐洲，超過15％；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耗損率則僅為

加和每天預料有逾8.2億全球人口挨餓。各國領袖承諾努力

2016年全球各區域糧食從收穫到分流期間損失比例
全球

13.8%

澳洲和紐西蘭

穀物和豆類

8.6%

5.8%

中亞和南亞

20.7%

21.6%

水果和蔬菜

7.8%

東亞和東南亞

11.9%

肉類及動物產品

11.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北美和歐洲

15.7%
25.3%

根莖及油類作物

8.9%

大洋洲（除澳洲及紐西蘭）

14%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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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30年前將零售端和消費端的全球食物浪費量減半，並
降低糧食生產損失。食品業者也正設法提高生產效率。

冷藏設備、基建設施及貿易物流有助降低糧食損失
糧農組織說，減少全球糧食損失和浪費是一項挑戰，
為了採取有效行動，需要更多的資訊。特別是較佳的冷
藏設備、基建設施及貿易物流有助降低糧食損失，但須取
得更多糧食供應鏈的細部數據才能解決這項問題。報告指
稱，通過研究和開發提高農業生產率比控制收穫後的損失

表示，全球多達37％的動物產品和五分之一的水果和蔬菜

更具有成本效益。

在購買後可能會被浪費。由於保質期有限或消費者規劃不

FAO總幹事屈冬玉表示，損失糧食意味對一開始生產
糧食的環境及天然資源構成非必要的壓力，基本上意味著
土地及水資源長期遭到浪費，且產生汙染及溫室氣體。

善，富裕國家的浪費水準更高，而較貧窮國家通常都在努
力應對氣候和基礎設施問題。
糧農組織呼籲各國政府通過提供有關減少食物浪費的
充分資訊和指導，以及對避免糧食浪費的行為給予獎勵等
措施，實現對消費者行為的有效干預和影響。

鼓勵「光碟」減少食物浪費
報告指出，在零售和消費環節減少糧食浪費同樣非常

2013年由中國一家非政府組織發起的「光碟行動」也

重要，在零售方面，商品保質期限，以及消費者對於食物

作為減少糧食浪費宣傳行動的一個例子被列入報告之中，

顏色、形狀、大小、種類豐富和美觀的要求，是導致損失

在北京就有750多家餐廳參與了這一行動，通過減少過大

的主要原因。而在消費層面，購買及烹調的計劃性不強、

的菜量、鼓勵剩菜打包，向「光碟」的消費者提供優惠券

儲存不當、受到包裝尺寸及分裝分量不合理的影響導致購

等措施，推動減少糧食浪費。2014年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買過多，以及對商品標籤上「保質期限」和「最佳食用日

的《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也提出了「 厲行節約、反

期」的區別不夠瞭解等，都會造成食物浪費。糧農組織

對浪費」的要求。 華

中國、厄瓜多爾、埃塞俄比亞、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及秘魯
主要糧食作物收穫後損失主要原因
100%
75%
50%
25%
0%
洪都拉斯

瓜地馬拉
大豆

洪都拉斯

瓜地馬拉
玉米

秘魯

厄瓜多爾
馬鈴薯

埃塞俄比亞
苔麩

中國
小麥

收穫時人工操作損失

麻袋口未扎緊

蟲害、鼠患或動物偷食

勞動力不足

機械操作損失

人工篩選損失

儲存

偷盜

吹走或灑落

氣候(日照或降雨過多)

運輸

投入品過多或過少

去蒂或去殼時人工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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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暖化，30年後洪水恐淹沒亞洲2.3億人
美國研究機構「氣候中心」最新研究顯示，若不迅速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地球暖化造成海平面
最高上升至2.1公尺，影響全球近三億人。包括中國大陸、印度等六個亞洲國家，到2050年將有2.37
億人每年面臨沿海洪水威脅，影響的人數是原本預估的三倍。
國於2019年11月初正式通知聯合國，將退出《巴黎

美

期刊的最新研究顯示，地球暖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問題

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成為至今唯一退

比起過去料想更加嚴重，若不迅速開始降低溫室氣體排

出這項協定的國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放，海平面可能上升0.6公尺至2.1公尺，影響全球近三億

宣布退出消息，這將在一年後生效；他並重申特《巴黎氣

人。包括中國大陸、印度等六個亞洲國家，到2050年將有

候協定》對美國形成了「不公平的經濟負擔」。

2.37億人每年面臨沿海洪水威脅，影響的人數是原本預估
的三倍。

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預期少
退出協定不代表美國內部全面停止減少排放的努力，
加利福尼亞和紐約等州擬繼續推動當地發電廠和車輛的

這項研究是採用「氣候中心」設計的數位海平面模
型，配合衛星資料和人工智慧系統預估，比過去的研究更
準確。

減排計畫。民營部門已逐漸轉向潔淨能源，便宜的天然

研究指出，如果人類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卅年後，

氣和再生能源將持續取代火力發電廠。不過美國對抗全

印度、中國大陸、越南、孟加拉、印尼和泰國等亞洲六國

球暖化的作為將大幅減少，紐約研究機構「榮鼎集團」

將有2.37億住在沿海地區的人口每年至少面臨一次嚴重水

（Rhodium Group）近期的分析顯示，在特朗普執政下，

患，這比使用現在海平面預估的數字多出約1.83億人。

美國如今最可能在2025年前，比2005年減少15∼19％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而非歐巴馬政府承諾的26∼28％。

到2100年，全球約有兩億人居住的地方將低於高潮
線，屆時他們現在居住的沿海地區將不宜人居。受影響的
民眾大約七成在亞洲八個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孟加拉、

目前只16國行動足以達到各自承諾的標準
法國於2015年12月主持氣候峰會（COP21），促成
195國通過《巴黎氣候協定》，要以工業時代前為基準，

印度、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和日本。這些國家的沿
海城市可能泡在水裡，受影響的低窪地區居民不是年年淹
水就是住處被淹沒。

把全球氣溫增幅控制在至少攝氏2度以內，簽署國須遵守
自主訂定的溫室氣體減量承諾，採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行

受影響居民被迫遷徙，成為區域動盪危險因子

動。但一份調查顯示，目前只有16國的行動足以達到各自

受影響的沿海城市當然不只亞洲。美國紐奧良、埃及

承諾的標準，且無一出自歐盟。科學家指出，2018年全球

亞歷山卓等沿海低窪城市都將泡在水裡。伊拉克第二大城

二氧化碳排放量破最高紀錄，突顯了世界應對氣候變化的

巴斯拉大部分地區卅年內可能被淹，受影響的居民很多人

願望，與各國所採取的實際行動間的差距。近期聯合國轄

將被迫遷徙，成為區域動盪的危險因子。

下機構及各地專家都預警，若人類不在這幾年實際減排溫
室氣體，未來恐怕無力回天。

研究報告的共同作者、「氣候中心」執行長史特勞斯
說，事實上現在全球已有一點一億人居住的地方低於高潮
線，仰賴海堤和其他措施防洪。可能受影響的地區應立即

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2.1公尺，影響全球三億人
依據美國研究機構「氣候中心」刊登在《自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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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防洪行動，避免「經濟和人道災難」，更重要的是要
阻止暖化問題持續惡化。 華

美國前1%富豪財富．將超越前10%到50%總和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數據顯示，美國收入最高前1％富豪近10年受惠本國經濟的歷史性
擴張和股市昌旺，財富已增長至與中產和中上階級的加總相當，且已控制超過一半的當地公私營企
業股權。
國歷史性的經濟擴張使美國前1％的富豪口袋更

美

今年第二季成長6500億美元，而收入前10％到50％族群的

深，其擁有的財富幾乎與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的

財富成長2100億美元。目前來看，收入不到前1％，但在

加總一樣多。

前10％的富裕階層仍握有最大的財富分配，坐擁42.6兆美
元資產，這群人雖然有錢，但不算是超級富豪。

前1％富豪財富 將超越前10％到50％加總
根據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數據，在過去十年

而最下層的50％美國家庭僅持有6.1％美國資產，負債
卻占了美國總負債的35.7％。

中，美國收入最高的前1％家庭在股市中獲得豐厚回報，
以至於他們現在控制著美國公營和私營企業一半以上的

嬰兒潮世代擁有財富是千禧世代11倍

股權，如此最佳的投資組合讓美國這群菁英吞噬的餅越來

年齡在財富結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最近有年輕人

越大。收入前1％的富豪今年第二季擁有約35.4兆美元資

嘲笑美國老年人與現實脫節或心態保守，「Ok boomer」

產，與收入前10％到50％的數千萬人口持有的36.9兆美元

（好吧，嬰兒潮世代）成為社群媒體流行語。嬰兒潮世代

資產相差無幾，這些群體大部分為中上階級或中產階級。

指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64年間，現年55到73歲

總部位在亞特蘭大、專門為高淨資產投資人服務的投

之間的人。然而截至第二季，嬰兒潮世代擁有的財富是

資公司Lakeview Capital Partners首席市場策略師柯拉維托

千禧世代的11倍。千禧世代一般指出生於1980年代初期至

（Stephen Colavito）表示，受到低利率影響，一般人無法

1990年代中期的人。 華

從存款憑證和其他被動投資中獲得
很大回報，因此將資金投入股市，
並支撐整個市場。
這些投資讓富豪有資格將資金
投入不對外公開的避險基金和私募
股權基金。許多這類基金需要500
萬美元的投資金額才有資格投資。
柯拉維托說，「富人得到的越多，
手上握有的機會也會越多」。

前10％的富裕階層握有最大
的財富分配
也許不久之後，美國前1％富
豪的總資產就會超過中產階級和中
上層階級的總和。最富裕家庭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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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多項幸福指數全球居冠
台灣人別再說活在這個「鬼島」了，因為國際多項評比，台灣都名列前茅。「台式幸福」就是
生活中的友善人群、全民健保、普及教育、便利交通、豐富文化，以及美麗風景等，這些就是吸引
外國人都按讚的原因。
灣人每當不順遂或是對台灣世事忿忿不平之時，都

台

WEF全球競爭力台灣排名第12 仍列四大創新國

會說生活在「鬼島」上。但國際上許多評比都盛讚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了「2019年全球競爭

台灣是個寶島。

力報告」，在141個受評國家中，台灣排名12，較去年上
升1名，僅次於新加坡（1）、香港（3）、日本（6），領

宜居地：外派地點評比，台灣排名世界第一
根據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外派人員網路平台InterNations

先南韓（13）、中國（28），並延續去年佳績，今年仍與
德國、美國、瑞士續居四大創新國。

評比，台灣名列2019年全球最適合居住和就業國家排行榜

此外，KPMG總部發表《2019全球科技創新聚落調查

榜首，睽違2年重登冠軍寶座。受歡迎理由包括擁有良好

報告》，在連續七年的調查中，台北首次入圍且和上海並

的醫療和生活品質及就業機會。InterNations表示，台灣擁

列第五。

有絕佳的生活品質（名列第三），在「醫療照顧的可負擔
性」方面更是名列第一，89％的外籍人士都對這一點讚不

公民活動自由度調查．台灣列亞洲唯一開放國家

絕口，在醫療品質方面，更獲得92％的外籍人士肯定（全

非政府人權組織CIVICUS和區域人權組織亞洲論壇

球對醫療品質的滿意度平均僅有65％）。此外，有78％的

（Forum-Asia）合作調查亞洲的公民活動空間自由度，

外籍人士同意「在台灣定居非常容易」，88％認為「當地

發布2019年受威脅的公民力量報告（People Power Under

人民非常友好」，96％滿意「在台灣的人身安全」。

Attack 2019）。亞洲25個國家中，台灣是唯一被評為開放

台灣在其他項目也名列全球前十，包括外籍人士的個

的國家。

人金融（第6名）、出國工作（第8名）、工作前景（第2

經濟上的數據並不能成為幸福的唯一指標。前美國在

名）。至於最讓台灣的外籍人士苦惱的，則是52％的人認

台協會辦事處長司徒文曾說 ，雖然台灣在經濟、科技發

為當地語言並不好學。

展上有不錯的成就，但是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絕對是良好
生活品質的關鍵。根據獨立監督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留住人才指數，台北全球城市第一
根據最新發布的2019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

House）於 2018 年發佈的世界自由調查報告，210 個國家
中台灣排名第8，美國僅排名第15名。

報告顯示，台北在全球城市人才競爭力中排名第15名，領
先新加坡、東京、香港等鄰近城市，單從留住人才指數來

2019世界幸福報告．台灣又是東亞第一

看，更是排名全球城市第一，再次展現台北在全球城市中

根據2019年最新出爐的聯合國「全球幸福指數報告」

的獨特地位以及競爭力。報告指出，「城市」這個單位，

（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總計156個國家，仍然由

正扮演著強大的人才中心角色，重塑全球人才格局。比起

芬蘭拿下第一名，丹麥、挪威位居第二和第三名，台灣則

國家，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為它們具備更彈性的靈

排名第25名，比去年上升一個名次 ，贏過新加坡第34名，

活性，以及適應新趨勢與新模式的能力。城市對於人才、

泰國第39名、日本第58名、南韓第54名，以及香港第76

特別是企業家人才，更具吸引力。

名，中國第93名，台灣在2019年仍站穩東亞的幸福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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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份報告根據六個「幸福指標」，對150多個國家和

康的居民；台灣的醫療水準早已享譽國際舞台，在肝腎移

地區進行打分。指標包括人均GDP、社會自由度、信任寬

植、顱顏手術、心血管外科、人工生殖及關節置換手術等

容度、預期健康壽命、社會支持度以及腐敗程度等。

重症更是國際醫界翹楚。

另外，它還會參考人們實際的生活狀態，讓受訪者對
自己的生活打分。

友善人民、健保、教育、交通、文化及美景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William

全球醫療照護系統排名．台灣名列第一
全球知名CEOWORLD雜誌公布全球「2019醫療照
護指數」排名，在89個國家中，台灣名列第1名，贏過第

Stanton）即表示，台灣在多項國際報告與排名中表現十分
優異，也有卓越的經濟成果；但許多台灣民眾對台灣缺乏
信心。

2、3名的南韓、日本。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

司徒文指出，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發行的「世界概

（Paul Krugman） 曾撰寫題為《驕傲、偏見、保險》的文

況」，台灣約2350萬的人口數量事實上比全球77％的國家

章，要求美國政府虛心向台灣學習全民健保的經驗，盛

及地區還多；台灣雖然土地面積相對狹小，但仍比世界上

讚台灣全民健保堪稱世界典範。此外，台灣的醫療院所

46％的國家、地區的領土還大。以台灣的經濟實力來說，

中，已有12家通過全球醫界公認可信度最高的JCI（Joint

也絕對可稱為「中等強國」。不僅如此，司徒文表示，台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國際醫院評鑑，可見台灣醫療體

灣在科技方面的成就卓越。另外，台灣友善的人民、健

系及技術，已經達到世界級水準。凡通過JCI 國際醫院評

保、教育、便利的交通、豐富的文化、美麗的風景等，也

鑑，美國的保險公司將支付到該醫院醫療所花費的費用。

是吸引外國人士的原因。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他表示，當台灣人民在考慮自己國家未來時，需要更

2000年所做的國民健康評比，台灣民眾健康水平名列全球

珍惜並重視台灣所獲得的重要成就。而那些不認為台灣是

第二，這得歸功於台灣優質的醫療服務，能細心照顧出健

值得幫助的國家的人，也應該了解台灣獨特的成就。 華

Inter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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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
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是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的主題。大會召集人丁楷恩執行主
席在開幕典禮時表示：「這三個『新』的核心，終歸是『新科技』。也就是說，我們要探討
的，是新科技能帶給我們什麼新的機遇與發展。」
科技與創新成為競爭力高低的決定因素。長風文教基金會江宜樺董事長（前行政院長）
也表示，技術突破自古以來都是造成社會經濟變遷的關鍵因素，而當前的科技突破以及創新
創意，更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產業、一個公司能否在劇烈競爭中生存的條件。大數據、人
工智能、5G技術、自動化、生物科技、精準醫療等等，以及種種未知的科技突破，將是絕大
部分產業必須思考如何結合的領域。
科技創新帶動新創事業蓬勃發展，為經濟成長注入新活水。科技正主宰人類社會，我們
的生活早已離不開手機與網路，自動化技術正在改變各大產業的未來面貌，2020年已至，未
來又有什麼樣的新科技趨勢會主導這個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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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
智慧空間發展趨勢
Gartner發佈《2020十大科技趨勢報告》（Gartner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20），揭示未來5到10年將影響世界的十大科技趨勢。分為以人為本（people-centric）和智慧空
間（smart place）兩大類，探討科技如何影響人類，以及人類生活的空間。
國資訊科技研究與顧問公司Gartner發佈《2020十大

美

趨勢一：超自動化（Hyperautomation）

科技趨勢報告》（Gartner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超自動化是結合機器運算與人工智慧的先進技術，增

Trends for 2020），揭示未來5到10年將影響世界的科技趨

進了自動化過程與人類增能。超自動化除了能使器械自

勢，包含超級自動化、多重體驗、專業知識全民化、增進

動化，還能讓精細的思考也自動化，例如研發、分析、設

人類賦能、透明化與可追溯性、更強大邊緣運算、分散式

計、測量、自動化、監控、再評估等。目前還沒有任何單

雲端、自動化物件、實用性區塊鏈以及人工智慧安全性。

一器械能取代人類，超自動化涉及了多項工具，像是機器

這十項趨勢分為以人為本（people-centric）和智慧

人流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智慧商

空間（smart place）兩大類，探討科技如何影響人類，以

業管理軟體（Intelligent business management software, Ibms）

及人類生活的空間。Gartner 副總裁暨傑出分析師David

和人工智慧的結合，目標是增強人工智慧導向決策。

Cearley指出：「2020 年Gartner十大策略科技趨勢均圍繞著
『以人為本的智慧空間』這個核心概念。從思考科技對顧

趨勢二：多重體驗（Multiexperience）

客、員工、商業夥伴、社會或其他重要利益關係人會產生

多重體驗將「以人為本的科技」取代了「以科技為

什麼樣的影響，企業採取的所有行動都是為了直接或間接

本的人」。在此趨勢下，傳統電腦的單一式互動，變

影響這些個人和群體，這就是『以人為本』的做法。」

成多裝置的多點式互動，像是智慧型穿戴裝置和先進

他進一步指出：「建立在以人為本概念上的智慧空

電腦感應器。未來，這項趨勢也將成為「環景體驗」

間，代表人類與科技系統能夠在日益開放、互聯、協調、

（ambient experience），目前多重體驗著重在運用擴

智慧的生態系統中進行互動的實體空間，結合個人、流

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多頻道人機介面

程、服務和物件等多項元素，創造出更身歷其境、高互動

（multichannel human-machine interfaces）和感應科技的整

率及高度自動化的體驗。」

合式體驗。

趨勢三：普及化（Democratization）
普及化代表，每個人都能更輕易掌握科技與商業的專
業能力，而不需高度的訓練與花費。它包含四項關鍵領
域：應用發展、資料與分析、設計與知能。普及化也被視
為「公民參與」，將引領公眾資料科學和公眾軟體工程師
的崛起。

第四十四期∣2020∣華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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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四：人類機能增強（Human augmentation）

用人工智慧來執行任務。從半自動化與完全自動化、從

人類機能增強指的是運用科技，增加人類的認知與身

大海到陸地，都是這項科技的應用範圍。目前自動化物件

體能力。透過植入或操控一台機器，以增強人體的能力。

多運用在受控的環境中，如礦山或倉庫，但未來可能將

身體增能又可分為四個分類，包括感官增能（如聽覺、

應用在開放的公共空間，並從單機作業變成群機協作。

視覺等知覺）、附屬器官與生物功能增強（外骨骼和義

例如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上，200台無人機組成的煙火表

肢）、大腦增能（治療癲顯的植入手術）和基因增能（體

演秀；今年屏東燈會也以300台無人機在夜空中排出黑鮪

壁基因與細胞治療）。

魚、鵝鑾鼻燈塔、「TAIWAN」等字樣。

趨勢五：透明與可追溯（Transparency and

趨勢九：區塊鏈應用（Practical blockchain）

traceability）

區塊鏈是一個公眾的電子記帳資料庫，奠基於「去中

科技演化帶來一場信任危機：隨著客戶越來越意識

心化的分散式資料庫」，公開透明的帳本使每一筆交易都

到，自己的資料是如何被收集與應用，企業也要更了解自

能被看見，每一個用戶都是資料庫的一員，不再需要集中

己的責任，增強保護與集中資料。當人工智慧與機器演算

式的金融權威機構。區塊鏈能追溯交易的起源，使金流與

逐步取代人類決策，更加深了信任危機。人們害怕演算法

物流公開透明。

黑箱，所以需要了解人工智慧治理（AI governance）的方

完整的區塊鏈模式需要五個元素：共享與分散式的帳

式；「可解釋性人工智慧」（explainable AI）的呼聲也開

本、不可更改但可追溯的帳本、加密、代幣化和分散式的

始出現，人們希望了解演算模型得出決策的過程與原因。

公眾共識機制。目前，區塊鏈技術已在小規模試驗，預計

要做到透明與可追溯，就需要六項關乎信任的關鍵因素：

到2023年將有突破性的升級。

道德、誠信、開放、當責、能力與一致性。

趨勢十：人工智慧防禦（AI security）
趨勢六：強化邊緣運算（The empowered edge）

超自動化與自動化物件，為世界帶來了新發展與機

邊緣運算是一種分散式的運算架構，將應用程式、數

會，但也曝露出它的安全疑慮。人工智慧的安全性將是重

據資料與服務的運算，由網路中心節點，移往網路邏輯
上的邊緣節點來處理。如此一來，原本完全由中心節點處
理的大型服務被分解，切割成更小、更容易管理的單位，
邊緣節點更靠近用戶終端裝置，所以能加快資料處理與傳
送，減少延遲。預估到了2023年，邊緣運算式的智慧裝置
數量，將比傳統IT裝置多上20倍。

趨勢七：分散式雲端（The distributed cloud）

要課題，包含三個面向：
1.保護AI驅動系統：包含AI的訓練資料、訓練管道和
機器演算模型。
2.以AI加強安全防禦：運用機器演算來分析攻擊模
式、發現攻擊，使安全防備流程自動化。
3.預測攻擊者惡意使用AI的情形：辨識與抵禦攻擊。

十大趨勢互相影響 非單獨存在

分散式雲端指的是雲端提供者，從過往大企業的實體

這十個趨勢都非單獨存在，彼此互相影響與增強；

資料中心，變成由個人提供的公共雲端服務。雲端提供者

資訊技術領域的領導者必須決定怎樣的結合運用，最

將負責所有雲端的建置、傳輸、操作、管理與更新。

具創新與戰略性。例如，運用機器運算、超自動化
（hyperautomation）與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的AI人

趨勢八：自動化物件（Autonomous things）
自動化物件包含無人機、機器人、輪船與設備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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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可以高度整合智慧建築與城市空間。而這樣科技
的結合，也將使技術更普及。 華

AI換臉時代的終極犯罪
深度偽造Deepfake
Deepfake是人工智慧的人體圖像合成，比密如蛛網攝像頭更令人心驚膽顫的是Deepfake技術的
濫用，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傳統信任的坍方。
見真能為實嗎？BBC英劇《真相捕捉 The Capture》

眼

交換等相關技術可能被恐怖組織與他國軍隊、情報機構利

最精彩是透過英國與美國的反恐情報單位為背景，

用，而給美國安全問題帶來重大挑戰。他國情報機構常使

運用AI換臉高科技的橋段，後製任何他們想要呈現的畫

用詐欺、勒索等方式招募人員，使用人臉交換技術後會使

面。殺人於無形的凶器竟是Deepfake和鏡頭。這種現代技

此類操作更加易於實現。」

術可以偽造陷害別人、或提早抓到兇嫌，但所引發的道德

Deepfake只是諸多換臉技術之一，且人類對其識別率

倫理底限在哪？科技的日新月異連帶著我們信以為真的事

已經超過70％，而我們對於另外一種技術——Face2Face則

物都能竄改。

是用其他真實的人臉去替換原本的人臉，不涉及人臉的生

比密如蛛網攝像頭更令人心驚膽顫的是Deepfake技術

成，對於它製造的臉，人類的識別率只有41％。

的濫用，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傳統信任的坍方。在《真相
捕捉》裡，殺人的不再是刀劍槍支和鐵拳，而是攝像頭和
Deepfake技術。

科技巨頭已採取抵制Deepfake假影片氾濫措施
人工智慧的高模仿能力，源自深度學習的生成對抗
式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技術，衍

倫敦是歐洲攝像頭監控最嚴密的城市
英國皇家工程學會早在200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披
露，英國當時設有420萬個閉路電視監控攝影鏡頭，數量

生讓AI擁有「換臉」與「模仿聲線」的能力，難以辨識
的深度造假，為臉書（Facebook）、微軟（Microsoft）、
Google等國際科技大廠，帶來高度資安隱憂。

居全球第五位，平均每14人就有一個。倫敦居民人均每天

推特、臉書、Google、微軟等科技巨頭已採取一系列

受到300個攝影鏡頭的拍攝和監視。據英國專業消費者網

抵制Deepfake假影片氾濫的措施：2019年9月，Facebook宣

站Comparitech在2019年9月的調查評估顯示，倫敦依然是

布將斥資1,000萬美元，與微軟、Partnership on AI 及多所高

歐洲攝像頭監控最嚴密的城市。

校共同發起一場Deepfake檢測挑戰賽；10月份，Google宣
布開發大型Deepfake影片數據集，以支援社群對Deepfake

AI技術武器化的挑戰

檢測的研究。

人工智慧（AI）的技術演進，逐漸朝向「高模仿力」

微軟亞洲研究院新近披露的換臉鑑別算法稱，對於

發展，有心人士可以藉由大量資料來創造以假亂真的影視

DeepFake的識別率達到了99.87％，對於FaceSwap的識別率

音內容，AI的深度造假（deep fakes）能力，將成為資訊安

為99.66％，對於Face2Face的識別率為99.67％。

全的勁敵。
AI技術武器化的挑戰迫在眉睫。美國《戰爭困境》雜
誌近期刊發的一篇文章稱，「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及人臉

但人們的古老信念已經動搖：眼見未必為實。當人們
不再相信自己眼睛時，《真相捕捉》就是數位時代最驚悚
的犯罪片。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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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懸浮技術
商業應用價值高
從磁懸浮列車、磁懸浮中央空調到磁懸浮穿梭板，磁懸浮技術的應用不僅在物流、交通和航太
產業上，還能普及於居家環境的生活小物以及防範地震的房屋懸浮系統。新的應用進展，出現過去
十年都未出現的興盛前景。
國首條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中低速磁浮鐵路於

中

而不依靠其他外力的方法。透過利用電磁力來對抗引力，

2016年5月在長沙通車。長沙磁懸浮列車還具有安

可以使物件不受引力束縛，從而自由浮動。其優點有：

全性高、雜訊小、轉彎半徑小、爬坡能力強等特點。

1.無接觸。由於不和被懸浮體接觸，因此無摩擦、無機械

2017年4月，海爾中央空調推出全球最大冷量4200冷

磨損、低能耗、低噪聲和低維護費。2.不需要支撐介質，

噸（RT）磁懸浮離心機組，相對傳統中央空調，磁懸浮中

所以可在真空，超凈和高溫、低溫等各種特殊條件下應

央空調具有無油運轉、零摩擦等獨有技術特點，節能性高

用，而且可以長期工作無需潤滑和維護。3.可以實現主動

出50％，使用壽命長達30年，是傳統機組的2倍，是中央

控制，所以能夠在各種需要減振、支撐硬度能夠改變的系

空調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之一。

統中得到應用，也易於實現計算機控制，進而實現運動、

中國深磁科技在2019年9月29日，對外發佈全球第一

監控及自動檢測和診斷，自動化程度高。4.受力分佈均

台磁懸浮穿梭板（MagShuttle）載人系統，由於無輪軌

勻，因此磁懸浮支撐力是均勻分佈在整個磁極面上，大大

摩擦力，這一穿梭板承運系統設計時速可達600至1000公

減輕了應力，可以降低系統製造成本，提高壽命可靠性。

里。這一技術被認為是下一代超高速磁浮交通系統中最有
商業前景的核心底層技術。

磁浮應用廣泛

磁懸浮穿梭板設計上，可同時實現載人、載貨、載車
功能，將廣泛應用於物流、交通、甚至航太發射領域。

由於磁浮力及其無接觸、無摩擦等特點，可以廣泛應
用於磁浮風扇、磁浮音箱、磁浮鍵盤、磁浮電梯等家居生
活領域，在磨損、噪聲、穩定方面改善產品性能，帶來傳
統技術產品沒有的創新特性。行業新的應用進展，成果和

磁懸浮技術．利用磁的吸力和排斥力
磁懸浮技術（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簡稱EML技

產品在市場上的積極反饋是層出不窮。出現過去十年都未

術，是一種利用磁的吸力和排斥力來使物件在空中浮動，

出現的興盛前景。此外，美國Arx Pax公司更提出了將磁懸

2018年中國磁懸浮部分細分市場規模
（單位：元／人民幣）

浮技術應用於建築領域，讓房子可以在地震的時候「飛」
起來。運用與磁懸浮列車相同的技術，使磁場以一種特定

磁懸浮列車

100億

磁懸浮軸承

12.45億元

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就像磁鐵斥力一樣，獲得上升的力量

中央空調領域需求規模

1.32億元

使房屋與地基分離，最終懸浮於空中，躲避地震等自然災

水處理、航空航太、能源、機械等領域需求規模

11.13億元

害。每當房屋懸浮系統接受到來自地震的預警信號時，便

智慧物流

100億

磁懸浮空調

千萬級

資料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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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啟動電磁力，開啟「應急升力系統」，使房屋懸浮在空
中90秒，也就是地震的平均時長。 華

精準健康和人工智慧是
生醫產業之未來趨勢

楊泮池

本文摘自台灣大學前校長楊泮池博士於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之主題演講內容。楊泮池博
士談論精準健康與人工智慧的結合，將是生醫產業未來的趨勢。他強調，台灣健保涵蓋99.9％的國
民，龐大的資料庫以及台灣強勢的ICT產業跨入精準健康領域，將能為華人創造很大的商機。
要談談精準健康跟大健康產業，特別是跟人工智慧

我

多。看看台灣總體環境的國際競爭力，在很多國際的評

（AI）的結合。以台灣為例，台灣的醫療品質及可

比上，台灣在整個經濟的穩定、健康的照顧系統，還有整

信性是全世界最好。台灣在二十幾年前實施全民健保（自

個全球經濟的競爭力跟自由度都是在全世界排名非常的前

1995年起），涵蓋率99.9％以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

面。也就是說，台灣要發展整個生醫產業是絕對有它的利

二十多年來的大數據資料，就是台灣發展精準健康最重要

基。

的保障。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全球競爭力報告，台
灣排名是全世界第12，但在總體經濟穩定、創新能力等，

台灣在多項國際評比，皆名列前茅
以醫療的品質跟可信性，台灣遠比日本甚至美國好很

都名列前茅。在Newcomer Market名列第三，僅次於新加
坡和以色列。台灣哪裡強？台灣在臨床醫學、臨床試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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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目前僅有20至28個工作天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審查，
讓台灣在臨床實驗非常有競爭力。

精準醫學最重要是量身定做
現在來談談「精準醫學」，為何要從「精準醫學」跳
到「精準健康」？就像穿一件衣服一樣，過去是一件標
準套用在所有的人身上。不管是黃種人、白種人或黑人，
只要是肺炎，就要用抗生素。但事實上人種不同，使用的
藥物劑量，以及可能發生的併發症完全不同，必須要量
及研發能力都非常強。整體基礎科學研發設施的平臺也建

身定做。因此在2014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提出「精準醫

構完整，產官學連接順暢。

學」。但白種人的未必適用華種人。

台灣另一個強項是執行能力。台灣有一流的醫療的人
員人才以及醫療的品質，台灣的ICT產業及製造業世界聞
名，且擁有豐富的工程人才及研發能量，這是台灣能跟全
球競爭的強項，也是華人可以跟全球競爭的地方。

生醫產業的臨床實驗
在生醫產業，臨床實驗是非常重要。臨床試驗，就是
一個新研發、新藥物、新醫療器材、新診斷試劑，必須要
在病人身上測試，才能決定它的安全性以及有效度，才能
實際使用。這樣的臨床試驗環境，台灣是做得非常的好，
美國的FDA到台灣看任何一個臨床試驗，找不到瑕疵。因
此，可以根據台灣臨床實驗的結果，直接可以通過一種藥
物或一個診斷試劑，或者醫療器材。

必須要在各個族群建立自己的精準醫學標準
且精準醫學最重要的是要量身定做，針對每一個個
體、基因環境體質之不同，提供正確的診斷，減少合併
症，並提供正確治療，這就是精準醫學。

台灣在臨床實驗非常有競爭力

2000多年前的《黃帝內經》就說明：「上醫醫未病，

由於人種的差異，很多疾病都不一樣。華人的疾病與

中醫醫欲病，下醫醫已病。」現在醫學教育培養的都是

白種人也不盡相同，在東亞好發的疾病跟白人不同。因

下醫，病人已經出現了症狀，醫師根據症狀提供診斷再治

此，我們將台灣各大醫學中心針對東亞，特別是華人族群

療。所以我在醫學院時，整個的醫學教育應該做上醫的事

好發的疾病，形成一個臨床試驗的研究群，包括肝炎肝

情。這就是接著要談論的「精準健康」。

癌、肺癌、乳癌、很多癌症以及高血壓、糖尿病等，將所
有台灣醫學中心進行這些疾病的研究都結合一起，整合成
國際化，可以參與臨床試驗。目前這樣的臨床實驗聯盟共
有14個，表現傑出。

精準健康是整個大健康產業的藍海
從這張「疾病的自然史」看，紅色這條線是症狀出現
時，或者是疾病可被現有技術偵測到。舉例，要檢查癌症

在整個臨床試驗的審查的過程非常的快。過去一個

需要進行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大約可看到0.5至1公分左

「血管張力素受器阻斷劑（ARB） 」都要審查半年至一

右。但0.5公分至1公分的腫瘤有10的9次方的癌細胞。當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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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可能在門診就能簡單抽血，或從口腔黏膜細胞，就能
進行基因定序。基因定序經過網路傳到雲端，建立的大數
據資料經過機器學習，將能讓你很容易去針對每個個體，
預測疾病的發生，進行精準治療。追蹤疾病，最重要是早
期，當疾病尚未發生時，就可以診斷出來。疾病預防，必
須知道罹患疾病的風險，然後進行個人生活行為習慣的管
控，以預防疾病的發生。

精準醫學跟精準健康，如同冰山上面及下面
所謂的精準醫學跟精準健康，我用冰山來做一個比
細胞到10的12次方時，就會因癌症過世。但是從1到10的9

喻。由精準醫學診斷已罹病的族群，運用智慧醫療，進行

次方是完全看不到。現在的醫學是等症狀出現的時候才來

精準診斷、精準治療，包括用標靶治療、免疫治療、細胞

做。對精準醫療而言，是相對太慢。所以精準醫學其實目

治療等，但是從發病到完全恢復健康，需要花費龐大的醫

前是著重在生病後再治療。

療資源。因此，重要的是要往下推，在亞健康的族群，新

我們應該做的是往前，在疾病非常初期的時候，它的

的醫療科技可以協助此部分，讓個人知道可能潛在一些疾

可逆性還可以完全治癒時，就想辦法早期診斷，是在健康

病的風險，必須要改變個人的行為模式，從基因、家族

時知道可能罹患各種疾病的風險，去改變生活型態，避免

史、過去病史，就可大約知道可能會發生哪一些疾病，再

接觸可能造成疾病的環境，所以預防是遠比診斷再治療還

量身定做，針對每一個人進行健康管控、健康篩檢。例

要重要。這就是要推動精準健康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如，有些人比較容易得大腸癌，他可能每年都進行大腸直

從精準醫學推到精準健康，一定要跟人工智慧結合。
因為精準醫學就是要利用所有的大資料，分析病史、臨

腸的檢查，跟一般人五年做一次的情況不同。所以必須要
針對每一個體，決定他應該進行哪種篩檢。

床資料等等。用運用大數據預測可能會發生疾病，預防疾

此外，在少子化的社會中，健康最重要。在生醫產業

病，甚至可以治癒疾病，這就是精準健康，也是整個大健

中，如穿戴式裝置，就必須要量身定做，也要設定個人化

康產業的藍海。

運動，讓健康族群永遠保持健康，這也是大健康產業必須
要著重的部分。看健康產業，不能只看冰山上面的精準醫

人工智慧已經改變醫療現況
人工智慧已經在改變醫療的現況。診斷技術的進步，

學，還需要看冰山下面的精準健康，這才是大健康產業應
該花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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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健康市值預測5年後達3兆美元

客製化智慧型居家自我健康監控

藍色這條線是所謂精準醫學整個產業。整個精準健

穿戴式裝置可以監測血壓、血氧、心跳，是否有心律

康是涵蓋了整個健康福祉，包括個人健康飲食、運動等

不整問題、睡眠情形，甚至連跌倒都可偵測到。此外，在

等。精準健康市值到2025年預測是3兆美元（3000 USD

居家環境監控部分，甚至馬桶都能依據個人的排泄物，偵

Billion）。

測個人腸道問題，提供飲食調整建議等。

台灣ICT大廠跨入大健康產業概況
台灣在精準醫學做的非常好，包括中央研究院、工研
院等，都與大學合作，所以藥物的研發跟診斷的成果做的

基因定序，台灣貢獻良多

相當不錯。

在基因定序的進步，台灣貢獻很多。過去基因定序非

此外，台灣IT產業全球聞名，同時也跨入大健康產業

常昂貴，需要很大的儀器方可進行，現在基因定序是接在

領域。包括植入性晶片、基因定序，甚至體外外骨骼，可

個人電腦就可以進行了。

以協助病人，讓巴金森氏病人坐輪椅站起來走。此外還有

基因定序的費用就像摩爾定律一樣降得很快，主要是
半導體運用在基因定序上，台灣扮演重要的角色。基因定

一些居家檢測、X光機等。台灣ICT產業努力地跨進大健
康產業。

序全世界最大的廠是Illumina，其基因晶片代工，大部分是

台灣開始進行精準醫學計畫，要做一百萬人口的基因

在台灣做的，台灣半導體製作的新型定序機器，讓檢測快

檢測。只要花費1000圓，就可以了解個人基因，以及有哪

速，且非常便宜，讓整個基因定序更加容易。

些疾病的風險。

現在只要到一家診所，抽血、拿細胞樣本，就可以進
行基因定序。並利用雲端數據，進行疾病診斷，提供適合
的藥物，不會產生合併症或過敏。甚至居家檢測，確認你
購買的食物是否有被汙染等。整個精準健康的範疇，就是
一個全能健康照顧，根據個人家族史、基因，以及個人環
境，並進行客製化的穿戴裝置。
所以精準健康是考慮個人的基因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差
異，根據患者的獨特的一個背景和條件，治療、制定一個
治療跟預防的一個策略。這些客製化的智慧居家自我監控
的裝置，就是華商可以發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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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FDA已經認證運用AI診斷肺癌，AI的診斷可能比
醫師更為準確，這是不爭的事實。把AI的診斷與放射科醫
師的診斷一起比的時候，會發現AI機器學習比醫師看的可
能還要準。
以後的未來的醫學會變成用自拍的方式。身上哪裡有
問題，手機一拍，手機就告訴你，痣是不是黑色素瘤？用
超音波知道身上有沒有膽結石？心臟瓣膜有沒有問題？眼
底有沒有問題？心電圖是否正常？這是未來一定會看到。

台灣健保是一個大金山寶庫
台灣健保是一個大金山寶庫。台灣2300萬人口，99％

了，其實最擔心的是像我一個臨床醫師，工作可能不保，

涵蓋在健保裡。二十幾年的資料是一個人工智慧跟全世界

但是必須要面對這個事實。那個時代已經來了，要善用人

的藥廠都非常希望能夠用的龐大資料庫。若用機器學習利

工智慧看精準健康，造福病患。台灣要發揮精準健康產業

用人工智慧來做診斷，立刻可以建構一個華人社會的健康

是絕對有它的利基，有很多的金山相互結合，ICT產業善

資料庫。目前台灣健保醫療影像倉儲資料庫收藏量已經開

用民間的資源，台灣絕對可以做得非常好。我一直說，台

放了10億筆的影像，這些影像包含所有的電腦斷層跟核磁

灣有一手好牌，華人社會有一手好牌，雖然沒有達到大滿

共振，但去除個人資料，所有的人都可以用，包括藥廠，

貫，但至少應該達到小滿貫。 華

就可以申請這些資料，用來建構很多華人特殊疾病的一個
診斷跟治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台灣在2019年12月5日至8日舉辦第三次台灣醫療科技
展（Healthcare+ Expo Taiwan），就是要讓全球知道台灣在
醫療的科技的成果，台灣的醫療品質跟ICT產業結合，將
是很大的商機。

精準健康與人工智慧時代已經來臨
總而言之，精準健康時代與人工智慧時代已經來臨

楊泮池

簡介

楊泮池博士，台灣大學前校長，現任台灣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發
明家學院院士。1993年起任台灣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合聘研究員。曾任台大醫院內科
主任、台大醫學院院長、台灣大學校長、教育部醫教會召委、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生技醫藥國家型
計畫總召集人等職。楊教授於2006年因學術成就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8年當選世界科學院（TWAS）
院士，2015年當選美國國家發明家學院 （NAI, 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院士。
楊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精準醫學，肺癌基因體學，胸腔與重症醫學，分子生物學。楊教授研究發現國人肺癌之特異基因
變異、危險基因及生物標誌，並致力於推動轉譯醫學研究國人肺癌之精準醫療和肺癌的防治。
楊教授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及台大校長任內，推動產學合作，對大健康產業與創新科技之結合與發展，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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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高的喜悅：
尋獲新知

朱經武

本文摘自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朱經武博士於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之主題演講內容。朱經武
博士以自身的經驗，談論在研究超導體的過程中，尋找答案的喜悅以及樂趣。同時，以簡略的方式
說明超導體的特性以及可應用的範圍。
命裡最崇高的喜悅，就是去發掘新知。在這個世界

生

路，看見世界上別人沒看過的東西，而且是呼吸別人沒呼

上一直有一條不變的定律，就是這個世界永遠的在

吸過的大氣。這種喜悅讓人興奮的。對科學家而言，沒有

變，而且變的速率是越來越大。過去一百多年看到的變

比發現一個新的理論或新的現象更讓人興奮；對一個哲學

化，已遠遠超過人類有史以來的各種的變化。這種變化為

家而言，就是讓他發現一個新的思想、一個想法，是最能

我們製造了財富，也使我們更加健康，生活更美好。世界

讓他高興的事；對企業家而言，能夠發現一桶創造新的財

變化的驅動力不見得是經濟，但經濟發展源自科技進步，

富，就是最令他興奮的事情。我是一個物理學家，我覺得

科學的發展，使得世界得以大規模的發展。

我的工作是最高最好的工作。因為我是做我的嗜好，且還
能賺錢。

全球化發展讓大家有公平發展的機會

但追根究底，還是要發現新事物，且要持續發生。因

我年輕時喜歡看的科幻小說就是封神榜，封神榜裡面

為今天的新事物，明天就變成舊東西。如李白的「廬山

順風耳、千里眼，現在已完全實現了。由於科技的發展，

謠」——「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

現在能獲得的興趣越來越多，越來越快。60年代末期，我

黃鶴樓。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我非常欣

還是學生時，那時越洋電話一分鐘是五塊錢，都要長話短

賞這種意境，科學家就如同幾乎是半醉的情況，隨著自己

說不廢話。但現今透過社交軟體打電話已經是免費了，且

的意願，尋找新事物。

在一秒內，全球有幾十億封信件在傳輸中。資訊科學的全
球化發展，讓國與國間的界限越來越變得模糊，使得在

尋找事物理念的三意境——王國維《人間詞話》

太陽下的每一個人有公平發展的機會，創造各種不同的財

此外，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綜合了三首愛情

富。這些發展中，尤以腦力資源最為重要，因為各國都特

詩，並從中發現尋找事物理念的三個意境：「『昨夜西風

別發展高等教育，當然，人本的教育跟科技的發展同等，

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晏殊

道德教育也同樣重要。

《蝶戀花》」，第一件事，他說一定要好好地想仔細的考
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生命中最崇尚的一種喜悅，持續發現新知

也——柳永《鳳棲梧》」，第二件事，他說一定要用功，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是幽默大師，他曾

尋找就好像找愛人情人女朋友男朋友這樣，要想辦法；

說，什麼是生命裡面最崇尚的一種喜悅？有什麼事情能夠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讓我們能夠抬頭挺胸，非常自信地向前走？那就是因為有

處』，此第三境也——辛棄疾《青玉案》」，第三件事，

發明。因為沒有一種喜悅比你發現你是第一個走上那條道

他說最後會發現當尋找到此事物時，會狂喜，因為結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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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其實「百度」就是從這裡來的，李彥宏親自跟我講

性質就是量子現象。量子現象一般來講，要把人縮小進到

百度就是這樣出來的。

原子裡面，看電子怎麼走，參考生活當中的牛頓力學就夠
了。

超導體的幽默表演

它的三個定律，包括上太空、月球、火星等，可以用

我有幸遇到一個題目叫高溫超導（High Temperature

牛頓力學的三大定律可以解釋。但當走到小地方時就不

Superconductor），90度絕對溫度的超導體就叫90度超導

行，需要新的物理，我們就叫做量子物理。而超導體現象

體（90°K- SUPER-CONDUCTOR）。以交響樂團指揮

是一個量子現象，不能只用牛頓力學來解釋，但可以用這

（CONDUCTOR）來看，把CONDUCTOR切成一半就是半

個材料做出非常靈敏的探測器，因此在微電子工業方面有

導體（SEMICONDUCTOR），再加上超人裝後，就是吸

很重要的影響。

引我過去幾十年生命研究的超導體（Superconductor），將
超導體90度彎起來，就是我們要尋找的東西。

要達到這些目的，需要克服幾個重要的標的舊準則：
第一個溫度要低，才能夠得到超導體現象，然後通過電
流也不能太大，面臨的磁力線也不能太高，所以在做研究
時，希望把這材料的轉變溫度載流量都要大規模的提升，
這就是全世界花了許多功夫在瞭解的應用部分。
1954年一位物理學家Cooper，他發覺電子家之間有相
互吸引力的話，就會有產成成一對一對，配對後按照物理
原則，它沒有電阻就可以走了。超導現象是在1911年發現
的，之前因為溫度很低，要用液態氦才能夠冷下去，要
▼1988年，美國雷根總統特別頒給朱經武博士國家科學獎。

超導體物理現象：零電阻、反磁性
超導體具備下面物理現象，第一個它的電阻應該變成
零，在某一個溫度之下變成零，因為它電阻變成零，所以
可以用來製造很多傳輸能量到很遠地方，而且沒有損耗。
它能在將來的整個世界的持續性經濟發展要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第二個就是它有排斥性。下面是一塊超導體，上
面是一個磁鐵，磁鐵在超導體上面可以飛著走，而且沒有
摩擦力。它的應用價值，就如同大家討論的磁懸浮，高速
磁懸浮電車，或者是其他沒有磨損力的機器。第三個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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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超導態，非常困難，但是後來發現超導可以在90多度

高溫的環境越好，但超導體在低溫的環境則更穩定、操作

一百多度發生後，它的很多材料應用被實驗模型都建造出

性能越好，也不必花費更多資源打造物料。所以科技的研

來，且對能源有很多好處。因為這個發現，當時美國政府

發、應用，往往存有些落差。

覺得非常重要，因此雷根總統特別頒給我國家科學獎。

要儲存再生能源多餘的電能，一般是結合氫氣的結
構。氫氣是一種潔淨能源也是能源載體，氫氣製造技術中

超導材料的應用

零碳排放的水電解產氫技術，把氫氣給液化，就可以冷

物理界正在努力研究如何提升超導溫度。目前世界高

凍，讓超導體將很大的電能送出去。圖中間紅圈的就是超

溫超導的溫度是164度，在汞氧化物裡面，最近有新的一

導的材料，正中間放液態氫，這樣超導材料就沒電阻，可

系列材料被發現，可將溫度超越快到200度。溫度增高就

以再產生很大的電能到遙遠的地方去，沒有損耗。

是希望節省能源。若冷下去就要花能源，若要冷到很低，
花的能源比在電阻產生的消耗能源還要大就不值得了。若
溫度達到室溫，超導體全體人員消耗浪費的都可以省下
來。
舉例，將超導材料做成很靈敏的探測器，放在身體上
面，就可以測到心跳動的情況，就得到心磁圖！這個心磁
圖可以測到有些心電圖測不到的東西。此外，例如一位懷
孕女士，她想看胎兒健康的問題，結果就可以看到胎兒心
跳動的情況，就可以早期發現問題之所在。另外就是MRA
磁共振，若想看這隻老鼠的脊椎骨有什麼問題，現在只要
把它放在一個設備下面，就可以對他的腦子做成像測量。
人類未來50年最大的挑戰就是能源問題，這也是引起
戰爭的因素之一。我進行此領域已經31年左右了，做高溫

超導體概念，建造超級城市

超導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把能源輸送到很遠的地方，能夠

因此也產生「HTS/LH2 能源高速公路 the HTS/LH2

節省能源，做各種發展。但科研的人希望把超導體做到越

Energy Super Highway」的概念：一條CABLE在地底下，中
間就有一條電纜，電就可以出來，也有氫氣出來。此外，
中間的真空管也可以行使高速電車。因此中國可以以此概
念，建造超級城市。
這種利用幾乎真空管運輸的最新列車，宛如好萊塢
電影的瞬間移動交通工具，英國、美國、日本、中國等都
在進行，速度預測可以差不多到一千英里每小時。
華盛頓大學歷史教授歐瑪拉（Margaret O'Mara）在其
矽谷歷史書《編碼：矽谷和再造美國》（The Code: 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一書中，說明矽谷是如
何成為矽谷的過程，且再造了美國。美國矽谷，30億支智
慧手機、20億社交媒體使用戶、價值2 萬億美元的企業、
洛杉磯最高的摩天樓群、西雅圖最多的僱員、4家最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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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園地、歷史上人類最多的財富在裡產生出來、五巨頭

以上三位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奠定了今日科學的基

（apple, amazon, face book, Microsoft）市值加起來超過了大

礎。這就是為何發展科學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年華商會議

英帝國。

選擇了這個題目，我覺得非常的適當。 華

應用都源自於基本的發現
所有的應用都源自於基本的發現（Applications often
originate from basic discoveries）。詹姆斯．克拉克．麥克
斯威爾（James Clerk Maxwell）蘇格蘭數學物理學家。其
最大功績是提出了將電、磁、光統歸為電磁場中現象的麥
克斯威爾方程組。他說現在做的研發都離不開下列那四
條方程式。海因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 德國物理學
家，於1887年首先用實驗證實了電磁波的存在，頻率的國
際單位制單位赫茲以他的名字命名。古列爾莫．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義大利工程師，專門從事無線電
報設備的研製和改進，19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朱經武

簡介

朱經武教授，國際著名科學家，是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文理學院、中央研究院、發展中世界科學院
及俄羅斯工程學院等學術機構的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的外國院士。
朱教授長期從事超導、磁性和介電相關材料的物理研究，成就卓越。1987年1月，他領導的研究小組
成功發現93K（-180℃）新超導材料（第一次超過液氮溫度），開創了高溫超導研究和應用的新紀元。在
隨後的實驗中，不斷發現新材料並刷新超導轉變溫度的記錄，並於1993年將超導轉變溫度提高至164K（-109℃）。目前，他
仍活躍在高溫超導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相關領域，並在多家權威雜誌出版論文著作逾660篇。
朱教授不但榮獲澳門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等世界十多間著名大學頒授榮譽博士，也榮獲美國科學界最高榮譽的國家科學
獎等十多個國際著名獎項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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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商緊密交流合作
把握新時代發展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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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於2019年10月17日至19日，

第

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舉行。來自全球45個國家及地

開幕典禮

區，逾1,500位華商代表共襄盛舉。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成

開幕典禮於十月十八日正式舉行，由鳳凰衛視主播饒

為全球華商一年一度聚首澳門，集思廣益，合作發展的重

祥以主持，在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演唱《華商

要平台。多年來，一直致力發展為全球華商服務平台的澳

頌》後，第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啟帷幕。

門，也成為全球華商一塊獨特的土地。迄今，已在多個領
域，展現了諸多備受肯定的功能及其可貴的成果。

峰會促進世界華商與灣區的互動

本屆大會以「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為主題。全

大會召集人丁楷恩主席在開幕辭中表示，粵港澳大灣

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唯有把握新機遇才能創造新發展，

區的發展，澳門的區

迎接下一個十年的來臨。

域經濟地位越趨重

本屆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辦，澳門貿易投資

要，澳門必將更牢固

促進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分別為合作及支持

的成為海內外華商前

機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台灣商業總會、鳳凰衛

進大灣區，乃至擴大

視、亞洲週刊、世界華商菁英會協辦，且獲得澳門廠商聯

到整個大陸地區的橋

合會、澳門出入口商會、澳門紡織商會及澳門付貨人協會

頭堡。所以，世界華

▲

等商會共同支持。
大會召集人丁楷恩主席

致開幕辭。
▼第16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盛大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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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高峰會在澳門召開，必能為世界華商與灣區的互動，起

合作，在強化經貿往來的同時，更加積極主動地促進國際

到促進的作用。

人文交流，為國家的高質量對外開放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另外，他也指出，十多年來，高峰會在促進區域經
濟交流合作、促成國際合作項目、推動創新產業合作、

科技與創新成為競爭力高低的決定因素

青年華商的薪火傳承，以及與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長風文教基金會江宜樺董事長表示，目前所處的時代

﹝MIF﹞的合作互動，以及青年創新產業的交流等，多方

有兩個特色，就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力量相互激盪，以及

面都展現了備受肯定的功能，及其可貴的成果。尤其，高

科技與創新成為競爭力高低的決定因素。

峰會一直以「相容兩岸、廣納四海」的原則與精神，不分

江董事長指出，全球化使得人才、貨物、資金等得以

族群、不分世代，共同建立了一個團結、合作、祥和的華

跨越國界快速流動，刺激經濟不斷成長，但也造成貧富不

商世界。相信，在座各位都能珍惜這一切，並能將其發揚

均、生態惡化、族群衝突等問題。反全球化的勢力因應而

光大。

生，主張提高關稅、限制移民、保護國內產業。在特朗普
當選總統、英國公投脫歐之後，這兩股力量的對撞更加激

澳門平台加強與內地及葡語系、歐盟、東盟等國
家的對接合作

烈，目前仍看不到平衡的契機。
此外，技術突破自古以來都是造成社會經濟變遷的關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代表、經濟財政司梁維特司

鍵因素，而當前的科技突破以及創新創意，更是決定一個

長致辭表示，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的時期，新科

國家、一個產業、一個

技發展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增長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本

公司能否在劇烈競爭中

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以「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為

生存的條件。大數據、

主題，緊扣當前發展的新形勢，多方協作促進海內外華商

人工智能、5G技術、自

開展更緊密的經貿交流，共同把握新時代發展的新機遇。

動化、生物科技、精準

同時梁司長也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醫療等等，以及種種未

的公佈，確定澳門的發展定位，將積極發揮澳門所長，加

知的科技突破，將是絕

快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自身發展質

大部分產業必須思考如

量，並堅持以經貿合作為主題、以產業對接和專業服務為
支撐、以共同發展為目標，充分發揮精準聯繫作用，通過
巴西連接拉丁美洲、葡萄牙連接歐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長風文教基金會江宜樺董事長。

何結合的領域。

弘揚中華文化、開創華人新機遇

連接非洲等三條對外經貿合作路徑，服務大灣區城市的高

「世界華人經濟論壇」創辦人丹斯里李金友，則介紹

質量對外開放，共同拓

已舉辦11年的世界華人經濟論壇，並以近五年的成果與大

展葡語國家及歐盟市

家分享。
他表示，近五年來的「世界華人經濟論壇」都是在不

朋友，透過澳門平台加

同的地方舉辦，如中國重慶、英國倫敦、馬來西亞吉隆

強與內地及葡語系、歐

坡、馬六甲州、雪蘭莪州、香港等地。邀請的貴賓都與當

盟、東盟等國家的對接

地有深刻的文化淵源，且歷屆的活動皆直接牽連中華文化

▲

場。他並期待各位華商

主禮貴賓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代表、經濟財政司
司長梁維特先生致辭。

的脈動。
特別是「君子仁義獎」，這是表彰非華裔領袖對中華
文化的傳播所頒發的獎項。目前受獎者包括印尼前總統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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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洛，以及馬來西亞前副

商，集思廣益，從中國經

總理安華。

濟中尋找機遇，實現全球

他並以創辦世界華人經

化發展的主旋律。更要把

濟論壇主導思想東西相結

握先機融入大灣區發展建

合，互相借鑑、學習經濟

設，所有這些正是作為中

新意義，結合世界華商高

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貢

峰會的華商力量、開創華

獻者和受益者的廣大華商

▲世界華人經濟論壇創辦人丹斯

人新機遇，與大家共勉同

▲大會組織委員會委員長劉長樂先

今天在此聚首的重要意義

里李金友致辭。

協。

生致謝辭。

之所在。

從中國經濟中尋找機遇，實現全球化發展的主旋律

頒發2019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大會組織委員會委員長劉長樂先生致謝辭表示，澳門

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與亞洲周刊合辦的「2019世界傑

回歸20年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多元共存、和諧交融的

出青年華商」選拔，共有五位來自菲律賓、台灣、與馬來

文化特質得以發揚光大。澳門的發展書寫了一段人類發展

西亞及香港的優秀青年，在照明、藝術、訓練管理及醫學

史上的驚艷世界的傳奇。

等領域獲此殊榮，在大會開幕典禮上予以公開表彰。他們

劉委員長也表示，世界華商高峰會於2004年落戶在濠

是菲律賓天下明公司首席執行官施茵茵、貝里斯商樂雅國

江之畔，正是借助澳門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

際藝術控股公司營運總監余景宇、康林國際集團董事長楊

元共存的優勢，為全球華商提供合作發展的機制與服務，

月秀、城市駕駛訓練中心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陳文裕以及

為華商與各地政府之間搭建溝通的橋樑，十六年來，不辱

元朗眼科中心創辦人兼主席鄭仕乾。期望通過公開表揚，

使命。

表彰全球傑出青年華商企業家，奮發圖強的創業與創新成

「風物長宜放眼量」，立足澳門的華商高峰會，今年
以「新科技、新機遇、新發展」為主題，匯聚世界傑出華

30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四期

功之事蹟，以及其熱心公益、造福人群之優良美德，藉此
鼓勵青年華商傳承創新、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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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先生為榮獲世界傑出青年華商頒獎。

頒發2019世界華商創新獎
為促進海內外青年華商的創新、創造及新知識之交流
與合作，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菁英會共同主
辦，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協辦的「2019世界華商創新
獎」，以「科技與生活」為主題。「創新企業獎」以重視
環保、永續發展的創科企業為對象。「創意商品獎」則以
能開發產品的創新、實用、美感且具商品化之創業孵化中
心、學校團體及初創公司之原創商品為評審對象。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董事長崔世平先生（中）為榮獲「創新企業
獎」得主頒獎。

「創意商品獎」則有研發新型納米傷口敷料系列的

「創新企業獎」得主為研發氣霧栽培農業的深圳市三

澳門金創克有限公司、結合熱成像和雷達生理傳感模組

德農業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研發生產納米稀土的東莞珂

（SIL雷達）應用的智慧畜牧的VSS（HK） Limited、研發

洛赫慕電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富樂圖系列產品的深博新材料（深圳）有限責任公司、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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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商品獎」得主與世界華商菁英會周錦榮會長合影。

合中西傳統養生智慧及創新科技的LIFY 智能沖泡機、生

精準健康和人工智慧是生醫產業之未來趨勢

產iJoou智慧艾灸儀的深圳百川艾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生產

楊泮池博士是世界知名的醫療權威，演講題目是「精

輕型康復機器的英漢思動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企業獲得

準健康和人工智慧是生醫產業之未來趨勢」。他指出過

殊榮。

去精準醫療是醫學發展的潮流，要針對不同民族、人種的

獲獎的八家企業，除了於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

特性，加以適切的治療，但楊泮池援引中國古典智慧解

投資展覽會（MIF）同步展出成果外，也在下午綜合討論

釋：「上醫醫未病，中醫醫欲病，下醫醫已病。」指出將

時，進行商品展演，向出席華商傳遞得獎商品的創新構想

來醫療產業的發展在於「精準健康」，要在人未病之前，

及可預見之商機。精彩的內容獲得出席華商的高度讚賞，

就要做好預防、保健的措施。楊泮池以台灣的例子進行說

紛紛與得獎者進行商品資訊之交流，也積極地向大會詢問

明，指台灣有累積幾十年的大數據、經濟穩定，也具有

參加方式，以便於明年也能站上舞台，向全體華商傳遞訊

良好的資訊科技產業，還備

息。

有亞洲第一、世界第一的臨
床環境。他認為華商可以看

主題演講
大會主題演講環節由澳門科技大學龐川副校長主持，

技大學前校長、美國科學院院士朱經武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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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客製化監控」兩個
大領域進行產業布局。
▲

邀請台灣大學前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楊泮池以及香港科

準未來生物醫療「穿戴式裝

大會主題演講環節由澳門科技大學

龐川副校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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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論壇
10月18日下午的綜合論壇，由世界華人經濟論壇創辦
人丹斯里李金友及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李政宏會
長發表專題演說，並由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吳創偉副主任
進行專題報告。

▲楊泮池博士演講。

▲朱經武博士演講。

生命最高的喜悅：尋獲新知

以世界華人與中華文化為前導，開創文明
世界華人經濟論壇創辦人丹斯里李金友以「以世界華

朱經武博士是研究超導體的名家大師，以「生命最高

人與中華文化為前導，開創文明」為題，指出世界華人

的喜悅：尋獲新知」為題，分享自己的科研發展心路歷

要以「中華兒女自居，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他說，

程。朱博士表示，回憶在六十年代末他留美年代，越洋電

中華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孝悌」兩字。若兄弟友愛、兄

話五美元一分鐘，時至今日已是幾近免費。他認為科技的

弟同心齊力賺金，這個家庭就興盛。再將君臣、父子、夫

發達昌明，每秒鐘都有難以計算的電郵發出，科技創新可

婦、兄弟、朋友等五倫關係做好，並學習中華文化中，

以帶動新的產業。朱經武對比自己和商人，指自己是負責

儒、釋、道家的精隨，將能大富大貴。就是「家天下」的

花錢，商人則是負責賺錢，說科研的人好走極端，希望把

道理。

超導體做到越高溫的環境越好，但超導體在低溫的環境則

他也指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以及「一帶

更穩定、操作性能越好，也不必花費更多資源打造物料。

一路」，為世界華人點出了一條非常正確明亮的道路。歷

所以科技的研發、應用，往往存有些落差。談到了研究和

經六年的推廣與實施，「一帶一路」已成大氣候。習主席

開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關係，是華商未來從

提出的中國夢，更要把弘揚中華文化擺在第一位，因為中

事高新科技產業的借鑑。

華兒女就是追求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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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兒女凝心聚力共創輝煌

活力無限的橫琴

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李政宏先生以「中

橫琴自貿新區管理委員會吳創偉副主任以「活力無限

華兒女凝心聚力共創輝煌」為題，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的橫琴」作專題報告，介紹橫琴的發展與優勢。橫琴是

匯聚的台商大約占大陸台商總數的1/3。澳門在戰略理念

唯一與港澳陸橋相連的地方，是眾多國家戰略的聚集點。

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一脈相承，更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組成部

2009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橫琴成為國家級的自由貿易新

分，兩者在經濟領域的合作有著廣闊的前景。在經濟發展

區。10年間，橫琴與港澳合作，特別是對澳合作，在基建

的大潮中，願與海內外華商在一起，借助大陸發展的大

對接、通關便利、產業合作、服務一體等方面取得明顯

勢，抓住台資企業轉型升級的契機，深化區域合作和國際

成效，累計在橫琴註冊的港澳企業3057家，其中澳資企業

交流，融入區域協調發展，增進海內外華商交流合作，共

1676家。橫琴，不僅有高效率的證物服務，以及國際化的

利雙贏，共同為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

法治服務，完整的配套措施以極優惠政策，將使進駐的企

貢獻。

業能獲得完備資源與服務。

領導力新型態與華商菁英論壇
為提供華商更務實的成功經驗，以及面對新時代所需
的領導力，於十七日下午，舉辦「領導力新型態與華商菁
英論壇」，由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主持。除邀請本屆當
選之「世界傑出青年華商」講述成功經驗之外，論壇並邀
請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行政總裁林家偉、深圳招商局啟
▲李政宏先生以「中華兒女凝心

▲橫琴自貿新區管理委員會吳創

聚力共創輝煌」為題演說。

偉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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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互聯網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王金晶以及香港理工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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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新型態與華商菁英論壇」，由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右一）主持，除了邀請本屆當選之「世界傑出青年華商」講述成功經驗，並與深圳
招商局啟航互聯網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王金晶（左一）、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行政總裁林家偉（左二）以及香港理工大學院校暨企業合作總監林德
明（右二），就「區域合作及青創企業家培育策略」進行討論。

校暨企業合作總監林德明，就「區域合作及青創企業家培
育策略」進行討論。

會後考察：中山及珠海考察團

邱立本總編指出，「香港的變局，讓澳門出現意外的

本屆峰會，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將具體

變化」，使商機、資金都有可能流向澳門，使澳門有機會

探討結合海內外華商力量，在澳門鄰近地區，籌建世界華

打造「人民幣版的納斯達克」。他也提到新的領域，金融

商營運中心的可行計劃。因此，峰會結束後，組織十多個

科技（Fin-tech）、加密貨幣可以是澳門新的發展機遇。他

國家與地區的華商社團，進行中山、珠海等地區三天兩夜

指出澳門有三大優勢，一是澳門的資本帳可以自由流動，

的考察團，並出席「2019澳珠企業家峰會」。 華

二是整個互聯網是開放的，三是與歐盟的聯繫。在中國大

▼出席澳珠企業家峰會。

陸和香港加密貨幣都沒有太大發展的情況下，澳門有可能
實現「彎道超車」，甚至「直道超車」。
深圳招商局啟航互聯網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王金晶則
認為，這和博彩業很有關係。認為博彩業採用這些加密貨
幣，可以解決過去籌碼真偽、如何提款的問題，博彩業可
以是澳門電子貨幣發展的一個方向。香港理工大學院校暨
企業合作總監林德明則認為，加密貨幣需要和成熟的金融
中心掛勾。
他指出，澳門的博彩業也有需求開拓新的產品。這方
面，法律、法規越成熟越好。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行
政總裁林家偉則認為，澳門科技業應當搞一個旅遊休閒中
心，科技則是服務於旅遊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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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創新獎

激發華商行動力
為促進海內外青年華商的創新、創造及新知識之交流與合作，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
菁英會共同主辦，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協辦的「2019世界華商創新獎」，今年以「科技與生活」
為主題。
「

新企業獎」以重視環保、永續發展的創科企業為對

創

熱發熱技術、納米稀土防腐漿料技術研發、生產及銷售的

象。「創意商品獎」則以能開發產品的創新、實

創新型企業。CHM納米稀土電熱發熱膜被業界稱為「電器

用、美感且具商品化之創業孵化中心、學校團體及初創公

晶片」，主要應用：小家電、新能源汽車、電熱供暖、工

司之原創商品為評審對象。甄選的原則，以商品的市場能

業製造、醫療設備等廣泛領域。

力作為評審的重點，其中包括量產潛質，商品化的程度，
商品的科技含量，工業化能力及成為全球化商品的可能
性，作為評審的主要考慮。

「創意商品獎」六家企業得獎
「創意商品獎」則有六家企業，分別是研發新型納米
傷口敷料系列的澳門金創克有限公司、結合熱成像和雷達

「創新企業獎」兩家企業得獎
在經過20多家企業的投件，以及評審委員會的評選
後，「創新企業獎」有兩家企業，得主為研發氣霧栽培農
業的深圳市三德農業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研發生產納米
稀土的東莞珂洛赫慕電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德農業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是深圳大學孵化
的現代高新科技農業公司。氣霧栽培是無土栽培的一種，
是在電腦控制下，將營養液經霧化後直接噴施到作物根系
上，代替天然土壤向作物提供水份、養份、氧氣、溫度，
栽培過程不需土壤，是目前農作物生產與研究最具發展潛
力與前景的技術。
．東莞珂洛赫慕電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納米稀土電

36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四期

生理傳感模組（SIL雷達）應用的智慧畜牧的VSS（HK）
Limited、研發富樂圖系列產品的深博新材料（深圳）有限

責任公司、揉合中西傳統養生智慧及創新科技的LIFY 智

16th

World Summit of

第十六屆 Chinese Entrepreneurs
世界華商高峰會

能沖泡機、生產iJoou智慧艾灸儀的深圳百川艾科技有限公
司，以及生產輕型康復機器的英漢思動力科技有限公司等
六家企業獲得殊榮。
．澳門金創克有限公司是一家研發生物製藥公司。新
型納米傷口敷料系列的核心材料，來自於「杜仲」一種多
年生草本球根植物。此生物活性敷料在具有常規傷口敷料
的作用的同時，能夠有效富集慢性傷口環境中的血小板衍
生化生長因數，避免其在傷口微環境被快速降解，起到募
集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促進成纖維細胞遷移、膠原合
成、以及新生血管成熟的作用。
．VSS（HK）Limited發展專注於非接觸式感測器和系
統構建、建立生命和運動傳感的大資料庫、製作當地語系
化技術和資料。透過SIL雷達系統，可非接觸方式監測生

辦公室，戶外，旅行使用，實現隨時隨地的艾灸體驗。

理狀態，更精確的掌握受測者的呼吸、心跳等，進而控管

．英漢思是一家從事輕型動力外骨骼研發的高科技企

健康品質。主要產品應用領域為AI畜牧、長照服務、生理

業。致力於研發在家庭環境下使用的輕型動力外骨骼機器

感測車機。

人，從而幫助數以千萬計的行走障礙患者更好的生活與行

．深博新材料（深圳）有限責任公司的富樂圖系列產

走。智慧動力外骨骼技術可以即時檢測人體行走步態，通

品是一種新型高科技納米環保膜材料，具有持久抗菌功

過智慧的控制演算法與可穿戴的驅動裝置為行走障礙患者

能的雙組分水性聚氨酯納米材料塗層。產品均勻塗刷在物

提供外部助力，從而恢復其行走功能，有著無限的發展可

體表面後，能形成具有持久抗菌功能的雙組分水性納米塗

能，即將在未來康復體系中承擔重要的功能。

膜。產品環保「0」甲醛，具備易清潔、防水、防油、防
腐、抗溶劑功能和超長的使用性，可廣泛塗刷於乳膠漆、
木材、紙張、玻璃、陶瓷、石膏、磚石、混凝土、金屬等
基層表面。

創新獎概念，激發出席華商對「創新」更具行動力
獲獎的八家企業，於第二十四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
覽會（MIF）同步展出成果之際，吸引了眾多廠商及消費

．Lify是全球第一個智慧養生平台，揉合中西傳統養

者駐足關注，目前已有多個廠家與他們簽定合作意向。此

生智慧及創新科技，聯同新一代養生專家及達人社群，再

外，LIFY 智能沖泡機及iJoou智慧艾灸儀等，也已於網路

配合物聯網和流動應用程式，致力為顧客提供便利的日常

銷售。同時，也在高峰會下午綜合討論時間進行商品展

養生方案。Lify智能草本沖泡機可以根據個人需要而提供

演，向出席華商傳遞得獎商品的創新構想及可預見之商

不同的沖泡方法，同時亦配備具療癒效果的LED燈，在沖

機。精彩的內容獲得出席華商的高度讚賞，紛紛與得獎者

泡不同養生茶的時候，LED燈的顏色亦會隨此有所改變。

進行商品資訊之交流，也積極地向大會詢問參加方式，以

．iJoou智慧艾灸在灸療的過程中，全程無煙，無火

便於明年也能站上舞台，向全體華商傳遞訊息。

點，不會觸發室內煙霧報警器。因為無火點，隔物灸治的

創新獎的概念及展演方式，可帶動全球華商對創新商

原理，所以完全避免了傳統艾灸易燙傷等傷害人體的弊

品及模式的革新，也可藉由世界華商高峰會以及澳門國際

端。iJoou智慧艾灸儀也被稱為口袋裡的中醫理療師，使用

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作為傳遞及互動平台，將能刺

便攜，突破艾灸只能在中醫館的使用場景的限制，可以在

激出席華商對「創新」更具行動力。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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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22019年12月20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照片提供/中新網）

習近平赴澳門慶祝回歸20周年

澳門擴大多元產業發展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9年12月18日至20日，赴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中國廿周年大會
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習近平說，澳門回歸20年來取得令人自豪的成就，形容澳
門「在一個小桌面上唱出了精彩的大戲」。
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典禮上表示，20年來澳門

崔世安能夠積極支持新一任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

開創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局面，譜寫了有澳門特色

政府依法施政，繼續為一國兩制實踐貢獻力量。

中

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章。澳門回歸20年來，經濟
實現跨越發展，居民生活持續改善，GDP大幅增長，人均

賀一誠積極融入國家大局

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多元發展成效初顯，澳門參與一帶一

新任特首賀一誠在先前公開採訪時曾提到，澳門20年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積極進展，民生福利水平積極

的發展彰顯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性和巨大生命力，「一定要

提升。他說，澳門居民獲得感、幸福感越來越強。

先奠定好『一國』的概念，『一國』是前提，不能不講
『一國』，只講『兩制』。」

小而富、小而勁、小而康、小而美

他也表示，博彩業為澳門帶來很大稅收，支撐醫療、

他稱，澳門回歸20年來，社會保持穩定和諧，回歸

教育、養老等福利事業，其他行業暫時無辦法立刻取代，

後，以前治安不靖狀況迅速改善，成為世界最安全城市之

近年已加大科技投入，培育具有高附加值產業，例如已投

一；澳門社會各界理性表達各種訴求，形成良好協調機

入資金在橫琴建設中醫藥產業。而澳門一段時間以來，填

制，中華文化傳承光大，多元文化異彩紛呈。

海造地已達建屋要求，會持續增加房屋供應回應訴求。

習近平以「小而富、小而勁、小而康、小而美」總結

大灣區發展方面，澳門要把握好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

澳門的成績，認為是凝聚全體澳門市民的智慧和辛勞，向

心、搭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以及建設多元文

他們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化共存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積極融入國家大局。

崔世安兢業勤懇十年

產業多元化是中央和特區施政重點

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即將卸任的特首崔世安時，對其十

澳門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面積約115.5平

年任期讚譽有加。習近平表示，崔世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積僅約33平方公里，人口約67萬2000

行政長官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工作了十年。希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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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府2002年開放賭權後，博奕業發展更加蓬勃，

2003年中國內地與澳門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

並帶動建築業、餐飲、旅遊等服務業。澳門經濟隨之高速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在雙方共同努力下，

起飛，也帶動了居民的收入。2018年澳門人均國內生產毛

2018年提前完成中國「十三五」規劃中確立的「加大內地

額（GDP），以購買力均價計算是12萬2489美元，名列世

對港澳開放力度，推動CEPA升級」的目標，將CEPA構建

界第2，僅次於產油國卡達。而國際貨幣基金（IMF）也預

成為具備「一國兩制」特色、全面涵蓋兩地經貿合作領域

測，澳門今年的人均GDP可望超越卡達，躍升世界首位。

的高水平自由貿易協議。

在澳門，博彩業每年貢獻整體經濟將近50％，29％的

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有關要求，中國商

就業人口投入相關產業，可說是「一業獨大」的經濟格

務部研究形成《關於商務領域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若

局。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布的「按行業統計之就業人

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包含六大方面27項具體舉措，涵蓋

口」2018年統計，博奕業占澳門總就業人口數的比例為

消費、流通、貿易、投資、經濟合作和對外援助等重點領

29％，接下來分別為酒店及餐飲業17％、批發及零售業

域，將成為今後一段時期商務領域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13％、不動產相關行業10％、建築業10％。此外，由於有

的政策指引。經三地共同努力，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促進

相關法令規範要求，賭場僱員須有逾8成為本地居民，也

商品和要素高效便捷流動、規則機制「軟對接」等方面取

間接讓博奕業成為澳門主要的就業機會來源。

得積極進展，成效逐步顯現。

「產業多元化」一直是北京和澳門政府的施政重點。

中國商務部稱，支持澳門會展業向優質化品牌化發

博彩業的確為澳門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短期內無法改變

展，為重點展會活動提供出入境簽註便利，推動「國際基

「一業獨大」的現象，只能由它帶動會展、文創等周邊產

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等大型國際品牌展會落戶澳

業發展。而小市場的澳門無法支撐太多產業，參與區域經

門。支持澳門發展特色金融、鑽石交易等產業，包括推動

濟規劃無可厚非。

內地融資租賃企業落戶澳門；支持澳門加入金伯利進程國
際證書制度、建設鑽石和寶石交易中心等。支持澳門與國

澳門經濟重心加大金融產業

際組織深度合作，發展符合澳門特色的新興產業。

配合澳門「回歸廿周年」，中國人民銀行繼宣布，為

中國商務部表示，將一如既往支援澳門保持當前經濟

進一步便利澳門個人人民幣跨境匯款業務，將澳門居民個

發展的良好態勢，把握「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人每人每天向大陸人民幣同名帳戶匯款限額由五萬元提高

等國家重大戰略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華

至八萬元之後，又宣布將推動民生支付「互聯互通」，為
▼2019年12月19日晚，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文藝晚會在澳門東亞運

澳門居民提供行動支付便利。人行稱，下一步將與澳門金

動會體育館舉行。（照片提供/中新網）

管局保持密切溝通與合作，指導惠澳支付業務政策的平穩
實施，支持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生活圈的建設。
據媒體報導了解，大陸宣布一連串對澳門支持政策，
是引導澳門經濟重心從依賴賭場轉移至金融中心。相關政
策將包括建立人民幣計價的股票交易所，並加速推動正在
進行中的人民幣結算中心等。

澳門發展特色金融和鑽石交易
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中國商務部積極支持
澳門發展會展業、特色金融、跨境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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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合併
創造「一億人經濟圈」

與

Japan

超過一億用戶的日本科技巨頭即將誕生！Yahoo JAPAN的營運公司Z Holdings與LINE正式宣布
合併，在2019年12月18日正式簽署對等合併協議，並在2020年10月前完成合併。此將會是打造
「一億人經濟圈」日本最大的網路企業合併，也是軟銀執行長孫正義想建立「日本版阿里巴巴」的
電商網路帝國。
口網站日本雅虎（Yahoo Japan）與即時通訊平台

入

期望締造日本第一個超級應用程式（super app）

Line宣布合併，兩間公司背後分別代表了日本與韓

華爾街日報在兩家公司傳出合併談判接近完成階段時

國的科技大企業。

曾分析指出，這項合併案將締造出日本第一個類似中國大

全球 Yahoo大多是由美國Verizon Media所持有，但是

陸騰訊與阿里巴巴的「超級應用程式（super app）」。亦

Yahoo JAPAN比較特別，是以軟銀集團為最大股東、美國

即只須由智慧手機上一個應用程式入口，就能滿足廣泛日

Altaba公司居次。Yahoo JAPAN由Z Holdings（Yahoo日本

常需求。華爾街日報認為，這類「超級應用」的一大關鍵

控股公司）獨立經營，而日本「軟銀」（Softbank）擁有

服務是行動支付。例如，騰訊原本用於朋友間溝通的微

Z Holdings 40％的股權；LINE的母公司是南韓的NAVER，

信，現在衍生出了微信支付服務；而阿里巴巴的支付寶更

持有LINE 70％的股權。這起合併，就是由日本軟銀與

是在中國零售購物中被十分普遍地採用。

NAVER 協商。根據合併意向書內容，ZHD母公司軟銀跟

但分析師認為，兩家公司合併後的數位支付服務，要

LINE母公司Naver，將各自出資50％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

能實現真正發揮出協同後的效應，還有一些艱苦的工作必

司。

須完成。

日本最大的網路企業合併‧建構「日本版阿里巴巴」

Yahoo與LINE在日本大風行

「這堪稱是日本史上最大的網路企業合併！」《日本

雖然全球搜索引擎正逐漸被Google取代，但在Yahoo

經濟新聞》指出，ZHD和LINE上年度的合併營收約為1.16

JAPAN依然是日本最常使用的入口網站。不過，Yahoo

兆日圓，這個數字已經超過日本樂天的營收1.1兆日圓。

JAPAN與國際Yahoo不同，Yahoo JAPAN最大的股東是軟銀

未來，LINE和Yahoo JAPAN合併後的公司，將擁有超

（Softbank）集團。

過一億用戶，跨足通訊、金融科技、搜尋、電商等領域，

LINE則是韓國最大入口網站Naver旗下的子公司。但

成為亞洲地區的科技巨頭。且這筆交易可擴大軟銀的事業

即使是韓國產品，LINE實質落戶日本，且在日本大受歡

版圖，打造日本用戶數超過一億人的龐大數位平台，也凸

迎：LINE目前在日本擁有8000多萬名活躍用戶。

顯軟銀執行長孫正義想建立「日本版阿里巴巴」網路生態
系的企圖心。

單純通訊沒辦法創造收入，因此LINE不只經營通訊
軟體，還涉足行動支付LINE PAY項目、遊戲產業LINE

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是軟銀集團的最大投資對象。阿

Games、還有人工智慧開發等。LINE與Yahoo JAPAN合

里巴巴以用戶人數在全世界達到約12億的結算服務作為入

併，可讓Yahoo JAPAN 補足通訊軟體事業的不足，讓早已

口，將用戶引導到電子商務等與中國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

囊括搜尋引擎、新聞媒體、電子書籍、以至酒店搜尋服務

所有服務上，是中國很重要的平臺提供商。

的日本Yahoo事業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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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雖有龐大用戶，但仍陷赤字風暴
LINE雖然擁有相當龐大的用戶，但公司的財務表現並

Yahoo Japan

LINE

每月使用人數

每月使用人數

6,743萬人

8,200萬人

續燒錢中，廣告的獲利也趨緩。特別在LINE Pay推出後，

B2B 廠商客戶

B2B 廠商客戶

投資和宣傳得不到理想回報，LINE在2019年第三季營業

約300萬家

約350萬家

不理想。近年LINE投注大量資源在金融科技與AI等策略
性事業，截至2019年九月，淨虧損合計達339億日元，持

收益為57億日圓赤字。Naver在2018年銷售總額為5.5萬億
韓圜，LINE佔了當中近4成。LINE的表現不濟，雖然是
Naver的累贅，但依舊還是個擁有莫大影響力的產品。
Yahoo JAPAN是日本當地的搜尋巨頭，累積的大量數

兩家公司合併後，擁有超過一億人的用戶基礎，在電
商領域將有更雄厚的實力，與樂天、亞馬遜競爭；加上
LINE的多元服務，不難看出軟銀執行長孫正義的企圖。

據將是廣告的助力。與Yahoo JAPAN合併的LINE，可借助

對軟銀而言，近年也是積極拓展業務，2019年9月

Yahoo JAPAN的數據與軟銀團的資源，有望打破獲利的瓶

Yahoo JAPAN以4,000億日元收購日本網路零售服飾商

頸。外界認為 Naver願意讓Softbank注資LINE，主要是借

ZOZO 50.1％股權，期望打進日本價值1100億美元的電商

助Yahoo JAPAN的業務輔助讓LINE重上軌道。

市場，與其他如亞馬遜（amazon.com）、樂天（Rakuten）
等電商平台競爭。接著在2019年10月推出網路購物平台

Softbank 拓展業務的野心
Softbank投資LINE，對於專注於單一市場的Yahoo
JAPAN來說，除了LINE在日本的8千萬用戶，接下來還能

「PayPay Mall」。軟銀的各種線上與線下整合，策略也被
認為是借鑑中國的電商集團阿里巴巴，期望打造一個日本
版的電商網路帝國。

一口氣觸及到台灣、泰國、印尼等海外用戶。還希望促
使Yahoo JAPAN重返年輕人市場，日本《東洋經濟》點出

合併綜效一：用戶數超過一億

Yahoo JAPAN的用戶平均年齡是40∼50歲，LINE卻深受年

兩家公司合併後最直接的綜效，是用戶數。Yahoo

輕人歡迎。因此期望Yahoo JAPAN與LINE聯手後，能創造

JAPAN每月用戶約有6743萬，B2B 廠商客戶約300萬家；

擁有一億用戶的新市場。

LINE 則是月使用者數可達8200萬人、B2B廠商客戶約350

Yahoo
Japa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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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家。預估合併後新公司不僅有機會在合併後晉身為日本

跟軟銀、Yahoo JAPAN共同合資的PayPay先前是行動支付

最大的IT企業，可觀的會員數構成的「一億人經濟圈」，

競爭最激烈的兩大對頭，Line Pay活躍人數約3,690 萬，

預料也將帶來巨大商機。

PayPay 則達快2000萬之譜，原本就已經是排第一、第二

儘管彼此用戶數因重疊而無法直接相加，但合併仍能

名的行動支付，合併後馬上就形成別人難以競爭的巨大優

為彼此帶來互補的效果，日本Yahoo擁有超過二十年的歷

勢。金融業界人士表示：雙方合併後將成為日本最大、最

史，使用者以PC居多，年齡也較為年長，而Line則以年輕

強的電子支付服務，這也是兩家合併的重要戰略之一。

使用者為主，以使用智慧型手機為主，Line在國際市場，

Line Pay與PayPay聯手可能不只為日本民眾帶來影

Line每月約有1.85億用戶，目前在230個國家提供服務，並

響。PayPay與中國支付寶、韓國KakaoPay有著合作關係；

提供Line Pay行動支服務，在台灣等幾個地區將經營網路

Line Pay則牽手中國微信支付、韓國Navor Pay。支付寶與

銀行業務。

微信支付在中國都有著10億上下的用戶數；KakaoPay也擁
有2,600萬用戶數，超過韓國半數人口，在各自國家都擁有

合併綜效二：資源服務產品互補

非常高的普及率。若隨著後續功能、服務上的統整，有辦

合併的綜效還包括背後的股東、資源運用，例如

法共享海外合作夥伴的話，兩者將能吃下商機無窮的外國

Yahoo JAPAN的股東之一軟體銀行，經營許多娛樂內容，

旅客市場。韓國與中國也是日本最大的旅客來源，根據日

以及推動5G等行動通訊服務，而Line的股東Naver在韓國

本觀光局統計，2018年兩國共計有約1,600萬造訪人次，占

也為大型入口網站，和Yahoo JAPAN提供搜尋、入口網站

全體觀光客近5成人數。
在銀行和證券領域的加乘效應也很巨大。Z

相似。
就產品服務來看，Yahoo JAPAN提供搜尋、新聞等服

HOLDINGS擁有日本網路銀行，2019年10月宣佈與SBI

務，也有PayPay支付服務，AI語音、資料方案；而Line則

Holdings就金融業務展開一籃子合作。LINE攜手野村證

有Line News、Line Game，金融也有Line Pay、Line Score

券，成立了「LINE證券」，計劃與瑞穗金融集團於2020年

等服務，AI方面有Line Clova、Line Brain。另外，Yahoo

度開設新銀行。

JAPAN在電子商務上發展相當成熟，Line在電子商務上相
對弱勢，兩者業務可為互補。

合併綜效五：對抗西方四巨頭
除 了 市 場 戰 略 外 ， 對 抗 西 方 四 巨 頭 「 G A FA 」

合併綜效三：世界頂尖 AI公司

（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更是雙方願意攜

這次合併將組建300億美元規模的科技巨頭。軟銀表

手的外敵因素。GAFA來勢洶洶，日本在相關企業各自分

示，公司希望能夠利用AI和IoT等領域的世界先進技術發

散的狀態下，幾乎難以抵抗，因而要有足以抗衡的龍頭、

展新業務。同時，Naver希望從搜索引擎運營商轉型為世

維持在日本國內的生存地位。Yahoo JAPAN與LINE的結

界頂級的技術集團。

合，將有助於彼此進軍日本海外市場，特別是透過LINE在

全球正邁入AI時代，5G和物聯網將所有設備連接，所

亞洲的普及性，擴大整體業務的版圖深度。

有活動都將被保存為數據，為AI的發展奠定基礎。AI將是

從日本市場來看，2018年亞馬遜在日本的營收是138

未來發展的關鍵，也是合併後新組織在中期的積極投資領

億美元，多數都來自電商事業；Yahoo JAPAN則是86億美

域，新組織將追求成為領導世界的亞洲、日本科技公司。

元，其中37億美元來自電商事業。此外，亞馬遜的Amazon
Prime還能供音樂、影音串流等額外服務，對Yahoo JAPAN

合併綜效四：數位金融新霸王
兩者合併最大的效應更在行動支付業務上。LINE Pay

42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四期

帶來相當程度的威脅。
然而要能與GAFA一較高下，以目前的規模來說還

有相當的實力差距。根據

YAHOO JAPAN和LINE的主要服務

《日經》的統計資料，2018

Yahoo
Japan

年GAFA總共四家企業的研
發資金總額，就高達580億

LINE

移動業務
■Y!mobile

■ LINE mobile

美元，而ZHD和LINE的研
發費用總和則為為200億日

手機支付
■paypay

■LINEpay

圓。軟銀方面認為，做為
對抗的「武器」，或許會
針對AI技術方面投注更多

電商

資源；但未來能否如願破

■Yahoo
shopping
■Yahoo acu!
■愛速客樂
■ZOZO

■LINE shopping
■ShoppingGo

YAHOO! JAPAN和LINE的主要業務
電子商務
市場規模 18萬6400億日圓
日本國內流通總額

樂天

3萬億4000億日圓

雅虎

2萬億3443億日圓

亞馬遜

約1萬億5000億日圓

Mecari

4902億日圓

(註)亞馬遜為日本銷售額。市場規模出自日本經產省。

社交網絡(SNS)

除GAFA的威脅，仍有待觀
察。

金融

■日本網絡銀行 ■LINE 證券
■Yahoo Card
■LINE Credit
■Astmax投信
投資顧問

隱憂：反對數據壟斷
合併也存在反對數據

社交網絡
■LINE

壟斷的風險。這個新網路
帝國，是否可能違反日本

媒體

《獨佔禁止法》、成為跨

■Yahoo NEWS
■BuzzFeed
■LINE NEWS
Japan

月使用人數

LINE

8200萬人

Twitter

4500萬人

Instagram

3300萬人

Facebook

2600萬人

手機支付
無現金支付 82萬億日圓
月使用人數

國的數位企業集團壟斷？
《產經新聞》、《日本經濟

內容發布

■GyaO!
■eBook Japan

新聞》等媒體的分析，兩
家公司合併的細節還有待

■LINE GAME
■LINE MANGA
■LINE MUSIC

資料來源：日經中文網

審查，其中一個難題是：
Yahoo JP和LINE之間各自都有多元的服務與市場，如何界定雙方的市場競爭
關係，還有許多爭議空間。
在美國，對於美國谷歌和亞馬遜等「GAFA」收集消費者信息的反對正
在加強，認為GAFA的強大有可能阻礙競爭，「分拆言論」也浮出水面。美

LINE PAY

3690萬人

PayPay

1900萬人

d支付

1000萬人

au Pay

600萬人

Merpay

500萬人

(註)市場規模出自矢野經濟研究所。

Point
市場規模 1萬億8930億日圓

國司法部、50個州和地區的司法長官啟動了對IT大型企業的調查。在日本，
「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9年10月底發佈了對巨大IT企業
的調查報告，列舉了巨大IT企業在法律上引發問題的行為，明確了嚴加管理
的態度。

重塑日本的數位版圖
這項交易是日本與南韓企業罕見的合併，尤其是目前日本及南韓因戰時
歷史紛爭而交惡。此外，這項交易也將重塑日本的數位版圖，創造一個對美
國及中國網路集團來說更大的競爭對手。 華

樂天 Super Point

超過一億人

PONTA

9225萬人

T Point

6989萬人

LINE Point

4117萬人

d Point

3835萬人

au Wallet Point

3300萬人

(註)市場規模出自矢野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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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四大科技巨頭
的難解困境
美國科技巨頭們的經歷可以說是命運多舛，除了在美國境內陸續被聯邦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反
壟斷調查及反競爭商業行為調查外，也被跨洋的歐盟反壟斷部門調查處以巨額罰款。在印度的巨額
投資，也可能因當地政府為了保護民眾個資以及保護本土新創科技業成長空間，而迫使他們改變政
策。美國四大科技巨頭的困境，真的難解。
批不同的檢察長團隊正在分別調查Alphabet旗下的

兩

流通和散播。在檢察長發出的調查要求文件中，有200多

Google和Facebook。聯邦反壟斷執法機構也在審視

道指令，命令Google交付其龐大的線上廣告產品相關文件

Google和Facebook，以及亞馬遜公司（Amazon）和蘋果公

與說明報告。

司（Apple）。

檢察長要求的文件包括：過去Google對廣告科技公司
Double Click和Ad Mob的收購；Google的主要廣告客戶、發
行商；如何收集資料；定價模式；廣告拍賣市場功能……

聯合啟動Google的反壟斷調查
來自美國48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及波多黎各的檢察

等。彭博指出，調查要求Google提供的文件十分深入，企

長，2019年9月聯合啟動Google的反壟斷調查。這項調查

圖解開Google「印鈔機」的黑盒子，了解其如何運作。

聚焦Google最大的營收來源—廣告，「在網路廣告市場和

Google的廣告體系異常複雜，專家和廣告科技市場人士都

搜尋流量方面的總體控制，可能造成不利於消費者的反競

沒能清楚搞懂。

爭行為」。只有加州和阿拉巴馬州未加入調查行列。
主導調查的德州檢察長派克斯頓（Ken Paxton）說，

聯合調查Facebook反競爭商業行為

企業如經由自由的市場競爭成為業界龍頭無可厚非，可是

此外，美國多達40位州檢察長計劃加入由紐約主導的

有證據顯示Google的業務措施可能損害消費者的選擇、扼

針對Facebook反競爭商業行為的調查，Facebook宣稱擁有

殺創新、違反用戶隱私，並使Google得以控制網路資料的

24億月度活躍用戶，曾經的競爭對手Instagram和WhatsApp
也被其收入麾下。

▼有證據顯示Google的業務措施可能損害消費者的選擇、扼殺創新、違

2019年7月份Facebook同意支付50億美元與美國聯邦貿

反用戶隱私，並使Google得以控制網路資料的流通和散播。

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簡稱FTC）就涉嫌侵
犯私隱達成和解。目前FTC正就該公司的商業行為展開調
查，這是聯邦政府針對科技巨頭潛在整頓計劃的一部分。
亞馬遜（Amazon）也已經成為FTC的目標，與此同時司法
部正在主導對蘋果公司（Apple）和Alphabet旗下Google的
調查。美國司法部已對包括Facebook在內的在線平台展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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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20年前拆分微軟事件，是否歷史重現
臉書和Google已因觸犯反托辣斯法規，向歐盟支付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從微軟到谷歌，從高通到蘋果，這些來自美國的科技巨頭，基本都曾被歐盟反壟斷部門調查並被處以巨額罰款。（圖為蘋果總部）

十億歐元計的罰款，目前外界焦點轉向美國當局是否也將
比照辦理。

課稅女士升官，科技巨頭頭痛
歐盟執委會新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若對上述公司的任何調查而立案，則反壟斷執法將進

der Leyen）已於2019年11月上任。其公布27名執行委員陣

入到之前不曾涉足的數位時代領域。自司法部於20年前起

容名單之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曾任市場競爭執委的

訴微軟（Microsoft）後，法院還從未審理過一宗大型壟斷

瑪格莉特．薇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升職為副主

案件。

席。

聯邦反壟斷法的條文很寬泛，這給政府提供了靈活

來自丹麥的薇斯塔格，素有「矽谷最難纏的敵人

度，能夠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將法律應用於新型壟斷

（silicon valley's worst enemy）」、「課稅女士（tax

行為。以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壟斷法》（Sherman

lady）」等稱呼，對反壟斷的不遺餘力，讓她成為科技

Antitrust Act）為例，將壟斷以及每個被認為是不合理的、

巨頭最不敢輕忽的對手，如今這位女士連任、甚至調升

限制交易的合同、合併和共謀都列為非法。

的消息，無疑是科技巨頭們的惡耗。過去5年來，她擔任

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負責人Makan Delrahim在《華
爾街日報》Tech Live上明確表示，不排除採取任何舉措的

歐盟執委會市場競爭執委的職務，在她鐵腕的作風下，
Google、蘋果、Facebook等公司都曾被點名多次。

可能性，這也引發了人們對矽谷大牌企業或將被拆分的猜

蘋果曾因在愛爾蘭優於其他企業的稅率，而被歐盟要

測。對科技巨頭而言，這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前景，自20年

求補繳納130億歐元的稅款；Facebook也因收購WhstsApp

前政府尋求拆分微軟（Microsoft ）以來，這些企業從未面

誤導歐盟執委會，而被罰款1.1億歐元；2019年時，Google

臨過這樣的威脅。

被指控在Android系統上涉及壟斷，遭重罰43.4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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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美國科技巨頭的抗衡

盟的多次「炮轟」。而這一次當眾人以為所謂的「最嚴監

跨國科技巨頭在近年面對歐盟的強勢挑戰，無論是蘋

管」只是「做做樣子」時，歐盟不但雷厲風行地通過了提

果還是Google，還真的是都沒少收歐盟的罰單。從微軟到

案，還將處罰金額設在了全球營收4％的超高水平，可以

谷歌，從高通到蘋果，對於這些來自美國的科技巨頭，歐

說是絲毫沒有顧及美國的感受。

盟似乎從來沒有「手軟」過，基本都曾被歐盟反壟斷部門
調查並被處以巨額罰款。

美法數位稅爭端，引發關稅報復

以微軟為例，早在PC時代，2004年3月，歐盟認定微

法國總統馬克宏在2019年7月24日簽署「數位稅」

軟公司濫用了其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Windows）市場上

（digital service tax）法案，該法規定，在法國從事精準廣

的優勢地位，要求其做相應改變，並開出4.97億歐元的巨

告投放或電商的科技公司，凡是全球營收超過7.5億歐元

額罰單。

（約8.5億美元），且在法國營收超過2500萬歐元（約2800

2018年7月，由於Google濫用其在Android系統中的市
場支配地位，採取「非法限制措施」以加強其在搜尋引擎
方面的主導地位，違反了歐盟反壟斷規則，歐盟決定對谷
歌處以43.4億歐元（約合50.6億美元）罰款
2019年4月，歐盟宣布將對美國科技巨頭實行「更嚴

萬美元）都須繳納法國營收3％的數位稅，且法案效力可
回溯至2019年1月1日，影響廣泛。
如果數位稅真的開徵，約有30家企業必須繳納這筆稅
款，且大部分是美國企業。亞馬遜為了應對這項衝擊，已
經率先將法國業務收費調漲3％。

格的監管」。按照歐洲議會的提案要求，如果在歐洲經

但到8月，馬克宏與特朗普會談後退讓了。馬克宏

營的社交媒體公司無法在發布後一小時內刪除違規信息，

說，會等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針對這種跨國

將面臨金額為該公司全球營收4％的巨額罰款。歐盟這一

企業擬出新的稅收辦法，並承諾OECD一旦達成協議，法

提案的針對對象無疑是在歐洲地區擁有超70％市場份額

國會撤銷數位稅。只不過，OECD的進度非常龜速。

的Google以及Facebook。按照Google母公司在2018年的營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發布報告指出，法國政府

收情況來計算，一旦被歐盟發現違規行為，Google將面臨

數碼稅針對的是美國企業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的數碼服務

44-55億美元的罰款，或刷新Google此前的「天價」罰單金

領域，「不公平」地針對美國科技公司，特別是對谷歌

額。

（Google）、蘋果（Apple）、臉書（Facebook）和亞馬遜
（Amazon）等美國科技公司。

Google在歐洲罰款合計達82億歐元

美方因此決定，最快2020年1月中起，對價值24億美

三年以來，Google因為歐盟的法規而拿到了三張巨額

元的法國商品祭出100％關稅。可能面臨美國提高關稅的

罰單，罰款合計達82億歐元，因此還引發了美國總統對歐

法國貨清單，包括化妝品、瓷器、肥皂、手提包、奶油、
氣泡酒和洛克福（Roquefort）、艾登（Edam）及葛瑞爾

三年以來，Google在歐洲遭到罰款合計達82億歐元
2017年

2018年7月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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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裁處Google共24億歐元罰款，因Google使
用其搜尋引擎，將消費者導引至自己的購物平
台。

（Gruyere）等乳酪。
面對美國的關稅報復，法國準備請求世界貿易組織
（WTO）調停兩國紛爭。法國願意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歐盟下令該公司繳交43.4億歐元，理由在於
該公司以不公平的方式，將app置於智慧型手
機，阻擋競爭者。

（OECD）架構下與美國商討全球數位稅，但網路公司對

為阻擋競爭，竟違反反托拉斯法，歐盟第三度
對Google祭出重罰。歐洲委員會下令Google繳
交15億歐元，懲罰該公司在線上搜尋廣告中，
濫用其主導地位。

美國的科技巨頭公司近年來在歐盟除了被批評大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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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稅沒有選擇餘地。

稅活動，還包括壟斷、隱私保護不力等大問題。每一次，
歐盟都嚴加懲罰。

印度祭電商新政，打壓美科技巨頭

提供大幅折扣，但印度本土公司不適用這些新規。

印度擁有全球最大的10億級用戶市場，消費者從未在

印度希望參照中國大陸的做法，對亞馬遜、蘋果、谷

網上搜索、購物或進行數位支付。如此潛力巨大且尚待開

歌母公司Alphabet、臉書和其他科技業者祭出新規定，阻

發的科技市場，促使全球頂尖科技公司搶灘佈局，投入巨

止他們掌控印度民眾的個資，和保護本土新創科技業有成

額資金。

長空間。

印度電信管理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印度政府近來提出的新法規草案讓美國科技業者憂

India）的數據顯示，印度有6.65億互聯網用戶，這意味

心。因為印度原先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對外資諸多限制，讓

著還有6.85億人尚未上網。Forrester Research Inc.預計，到

美國業者不斷在印度市場投資數十億美元計資金來尋求發

2022年，印度的電子商務銷售額將增長一倍以上，從去年

展。但這一切可能出現改變。印度的新電子商務政策草案

的269億美元增至684億美元。

一再呼籲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以鼓勵印度內部的革新和

亞馬遜公司（Amazon）投資50億美元吸引印度消費
者。Facebook應用程序WhatsApp在印度的用戶量超過其他

推動本土的數位經濟，找到一個其能主宰和沒有潛在國際
性競爭對手的領域來發展。

任何國家，並且決定在印度推出自己第一個移動支付系

該草案指出，印度民眾在使用電子商務平台、社群網

統。優步（Uber）在印度擁有幾十萬司機，每天接單量可

路和搜尋引擎時所產生的個資與數據，必須只能保存在印

達成百上千萬。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和

度境內，而且印度政府有權力接觸這些資料。草案還提議

騰訊（Tencent）以及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也紛紛向

修補一些漏洞，不讓外國電子商務公司避開政府對外商投

印度初創公司投入大量資本。

資零售業所設的限制。

然而近來這些投資者發現，要進軍這塊大餅變得更加

印度政府和部分本地新創公司都擔心，印度正錯失培

艱難。主因是過去一年，印度決策者已開始針對美國科技

養出世界級科技企業的良機。因為大陸種種為外商的限制

公司如何構建運營結構和處理所收集的印度顧客數據提出

措施讓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崛起成為全球大型和具創新力

一些特殊要求，進而對這些企業設置許多障礙。印度政府

的科技公司。因此印度電商草案背後目的是給本土業者更

正修訂電商法規，外資電商將需要調整其供應鏈，且不能

多成長空間。 華

▼印度的新電子商務政策草案一再呼籲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以鼓勵印度內部的革新和推動本土的數位經濟，找到一個其能主宰和沒有潛在國際性競
爭對手的領域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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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影音
媒體大戰時代
Netflix、蘋果、迪士尼、亞馬遜、AT&T和Comcast，一場爭奪娛樂業未來的大戰已經開打，六
大巨頭爭奪王位，這六家公司都在進行大規模投資，也將重塑媒體格局。串流影音媒體大戰時代來
臨，這是關於數十億美金的燒錢戰爭。

球坐擁龐大用戶的科技巨頭蘋果公司（Apple）宣布

全

華納也計劃推出HBO Max串流媒體服務，也同樣計劃

跨足串流媒體領域，2019年11月推出自己的串流媒

從Netﬂix手上收回《六人行》（Friends）等作品，Netﬂix去

體服務Apple TV＋，接著迪士尼公司也於當月推出了每月

年支付1億美元獲得《六人行》播放權，足以顯示這部影集

6.99美元的Disney＋服務，其中包括一系列《星球大戰》

的重要性。

（Star Wars）和漫威（Marvel）品牌的節目，以及大量的

市調公司尼爾森的研究顯示，光NBC環球、華納、

動畫電影和原創節目。加上市場上已有成熟的串流巨頭

迪士尼3家大廠的節目，就占據Netflix約4成的觀看時間。

Netﬂix、Hulu與Amazon Prime Video，以及將於 2020年加入

隨著熱門授權作品的流失，也促使Netflix砸重金簽訂新的

串流媒體競爭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和康卡斯特

賣座影集，如《歡樂單身派對》，並加大對於《怪奇物

（Comcast）。

語》、《王冠》等原創內容的投入。

串流影音媒體大戰時代來臨，這是關於數十億美金的
燒錢戰爭。

Netﬂix原創影集，2018年40部影集獲得提名肯定
Netflix近年來致力推出原創影集，從2013年以《紙牌

這場競爭的參與者，策略各有不同

屋》（House of Cards）打進艾美獎開始，他們不只想打

Netflix起步較早，亦握有全球1.6億訂戶的重大優勢。

造幾部很棒的旗艦美劇，而是目標把所有影集都做好，不

AT&T將娛樂與行動服務打包，Comcast提供以廣告支撐的

斷增加製作預算，砸重金請演員與優秀的製作團隊，2018

串流服務，迪士尼主打旗下知名系列電影，以此帶動串流

年有多達40部影集獲得提名肯定，加上他們廣告行銷的能

服務。對科技巨人來說，影片是將消費者拉入自家線上商

力，成功讓Netflix影集在影展投票季得到關注。其中表顯

場的手段；亞馬遜目前領先蘋果，但蘋果有能力將新節目

最優異的六部：《王冠》（The Crown）13項提名、《怪

送至全球14億台蘋果裝置。蘋果和亞馬遜的口袋更深，可

奇物語》（Stranger Things）12項提名、《美女摔角聯盟》

繼續大舉投資數年，自家平台也非常適合提供串流服務。

（GLOW）10項提名、《黑鏡》（Black Mirror）7項提
名、《安東尼波登：未知之旅》（Anthony Bourdain: Parts

回收影片授權，促使Netﬂix致力推出原創影集電影

Unknown）5項提名，以及黑錢勝地》（Ozark）5項提名。

傳統電視巨頭NBC環球打算於2020年推出自家串流媒
體服務「孔雀」（Peacock），並計劃收回目前在Netflix上

2019年美國金球獎入圍名單，Netflix共獲17

播放的《我們的辦公室》（The Office）。《我們的辦公

項提名

室》是Netflix最賣座的授權影集，占據Netflix 2018年整體
觀看時間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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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9年第77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入圍名單揭
曉。Netflix大獲全勝，其影視劇共獲得17項提名，提名數

量是大牌電影公司Sony Pictures所獲得的八項提名的兩倍

陸續於美國等地推出串流影音服務，Netflix面對來勢洶洶

多。《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獲得六項提名，《愛

的競爭，海外市場愈顯重要。

爾蘭人》（The Irishman）獲得六項提名。
由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rosese）的《愛爾蘭人》

打造在地原創內容，著眼海外開拓更多營收

（Irishman）在Netflix上線的首周，全球有約2,640萬訂戶

也有分析師認為明年投入串流平台的華納媒體、NBC

觀看了這部電影，略多於該公司最成功原創電影《蒙上你

環球都是有線電視大頭，這可能進一步引發剪線浪潮，增

的眼》（Bird Box）去年上線同期收視的一半。這部廣受

加民眾用於串流媒體的預算。
Netflix執行長里德．海斯汀認為串流平台該放眼的是

好評的電影由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喬．佩
西（Joe Pesci）和阿爾．帕西諾（Al Pacino）主演。

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龐大的傳統媒體影視市場。資料庫

此外，原創電影《羅馬》獲得第91屆（2019）奧斯卡

《Statista》統計，目前全美有44％的家庭訂閱有線電視服

中奪下最佳外語、最佳攝影及最佳導演3項大獎，是Netﬂix

務。投資公司ARK Invest分析師Nick Grous認為，投奔剪線

首次以原創作品打入奧斯卡頒獎典禮。互動式電影《黑

族後的民眾，會需要訂閱3至4個串流媒體維持同樣豐富的

鏡：潘達斯奈基》也獲得第71屆（2019）艾美獎獲頒最佳

內容，而Netflix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受益者。既然美國市場

電視電影。

趨於飽和，何必執著於這個占全球不到5％人口的市場，

Netflix 2019年計劃投入150億美元於內容產製上，9月

放眼海外，仍有大片潛力深厚的市場等待開發。

中旬，他們才花費5億美元從Sony手中買下長青影集《歡
樂單身派對》（Seinfeld）未來5年的播放權。

Netﬂix海外用戶數呈現高幅度的成長
為獲取歐、亞各地觀眾，Netflix積極與當地創作者

Netflix海外訂戶大增，2019年第三季多626

合作，攜手打造原創內容，例如在台灣，2019年8月便宣

萬付費會員

佈《罪夢者》、《極道千金》、《彼岸之嫁》3部華語影

根據Netflix財報，2019年第3季新增677萬名付費訂閱

集。

用戶，優於分析師所估的近670萬人。多數訂閱戶來自國
外，新註冊的國外付費訂閱戶達626萬人，占整體成長逾

▼串流影音媒體大戰時代來臨，這是關於數十億美金的燒錢戰爭。

九成，優於市場所料。「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
最新一季上線的四周內，已經累積了6,400萬戶收看，創
下Netflix原創影集觀看次數最高的一季；西班牙原創內容
「紙房子」（Money Heist）新一季的觀看數達4,400萬戶，
成為Netﬂix在非英語國家最受歡迎的影集。
Netflix正考慮透過加碼投資海外原創影集，刺激國外
市場需求。該公司已經播出100季以全球17國語言撰寫的
原創影集，並且計劃於2020年再製作130季。
目前Netflix總訂戶站上1億5800萬，2019年最後3個月
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電影「愛爾蘭人」（The
Irishman），預計可新增760萬訂戶。
由於迪士尼、蘋果、Comcast及AT&T將在未來幾個月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Netﬂix將推出新一季英國影集「王冠」（The Crown）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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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Disney+的上線，2019年底迪士尼旗下的影視作品
也將全數從Netflix下架，對Netflix造成不小衝擊。但迪士
尼要想趕上Netflix還有很長的路要走。Netflix在美國國內
約有6,100萬用戶，在海外有9,800萬用戶。摩根大通分析
師相信，迪士尼的串流服務可望在2022年損益兩平，最終
可取得4,500萬美國訂戶和1.15億外國訂戶。
串流影音平台要創造獲利，有一定的難度。根據媒
體科技顧問公司MoffettNathanson預估，要等到2024年
Disney+才有可能出現獲利。只不過隨著競爭日趨激烈，
製作和行銷成本不斷墊高，對各家串流影音平台來說都是

另外，雖然不打算在服務中納入廣告，Netflix也逐步

不小的壓力，也將是迪士尼必須克服的難題。

在開發中國家推出更便宜的收費方式，前陣子才在印度測
試僅限行動裝置的方案，價格約只有目前基本方案6成，
目前該方案也推廣至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
Netflix也透過影集與可口可樂等各大品牌合作，試圖

蘋果搶市策略，高品質、低價格
蘋果於2019年11月發布串流服務，在沒有原創影音經
驗及片源少的情況下，蘋果要如何從串流戰中勝出？

開創營收來源，但暫時尚未有顯著效果。堅決不擁抱廣告

過去20年間，蘋果透過指標性產品iPod與iPhone，顛

是條艱困的道路，而Netflix能否守住自己的信條，或許端

覆並創造了全新的娛樂體驗。隨著硬體產品市場逐漸飽

看2020年的表現了。

和，蘋果必須找新市場，最後挑上串流影音，搶當娛樂龍
頭。但相較同時在11月發布串流服務的Disney+，蘋果嚴重

Disney+預計2024年達到9,000萬訂戶

缺乏開發原創影音服務的經驗。

迪士尼的串流影音平台Disney＋於2019年11月12日正

因此，蘋果選擇加倍投資，重金聘請好萊塢的大咖製

式上線。第一波上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荷蘭、澳

作人與演員。蘋果串流服務Apple TV＋，沒有大量的影片

洲、紐西蘭。預計在2024年將可達到9,000萬訂戶的目標。

庫，只有以高知名度製作人與演員，打著高品質名號的原

若再加上運動節目平台ESPN＋以及Hulu，訂戶數過高達

創影音。

1.6億（屆時Netﬂix的訂戶將達到3億）。

蘋果希望藉由已經建立的硬體市場，擴展串流用戶，

根據應用程式追蹤公司Apptopia報告，華特迪士尼公

因此蘋果的搶市策略是高品質、低價格。蘋果每月4.99美

司（Walt Disney）在推出其旗艦流媒體服務Disney＋的一

元方案，遠低於串流龍頭老大Netflix最便宜的8.99美元方

個月後（11月12日上架），已被下載2,200萬次，這可能是

案。蘋果敢打低價戰略，就是用擁有龐大生態圈的優勢，

該新興行業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發佈。

來彌補片庫沒片的大缺點。此外，新蘋果產品用戶直接免

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Disney＋最大的優勢自然是無

費送一年Apple TV＋。想辦法把消費者鎖在蘋果生態圈。

人能及的大量影視作品，包括皮克斯、漫威、盧卡斯影

而且蘋果擁有比串流服務更大的收入來源，因此有能力保

業、二十一世紀福斯等製作的多部經典作品，例如《復仇

持低價。

者聯盟》、《星際大戰》、《辛普森家庭》、《玩具總動

《Fortune》雜誌指出蘋果串流服務最大的挑戰，將是

員》等。迪士尼的另一項優勢在於，可以與旗下的ESPN

在一週年的里程碑，蘋果的原創影音是否能夠獲得電視大

＋、Hulu等服務聯賣，或是針對主題樂園的遊客提供優惠

獎的加值與肯定？蘋果用戶是否願意繼續買單蘋果串流服

價格。

務？這將是個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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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司Moffett Nathanson最新報告指出，以Netﬂix為

串流媒體大紅海時代來臨
Netflix在2007年首次推出串流媒體服務時，是與DVD

首的串流媒體大有取代傳統電視網路之勢，有線公司已放

郵件服務捆綁在一起，並以每月9.99美元的價格分拆銷

棄努力挽留客戶了。2019年第三季，美國傳統有線和衛星

售，這個價格維持了好幾年，隨後Netflix再逐漸開始提高

電視服務用戶減少180萬，創下歷史新高，與同期相比下

價格，而且Netflix訂戶數量持續增加，如今Netflix最受歡

滑6.2％。「娛樂節目的電視直播模式正被SVOD （訂閱影

迎的串流媒體套餐每月收費12.99美元。

片點播）和AVOD（廣告贊助的影片點播）取代」。

到目前為止，串流媒體領域一直由Netflix及其1.6億的

依然堅持為有線電視付費的，多半是體育迷，賽事直

全球訂戶所主導。但是，新進競爭者開始嘗試「免費加

播是傳統電視廣播公司為數不多的優勢，Moffett Nathanson

值」模式，客戶可以首先以免費或便宜地價格入門，希望

將體育迷稱為「最堅定的觀眾」，「我們認為定期觀看體

他們喜歡看到的東西，之後再開始付款。

育比賽的訂戶有 60％可能是付費電視生態系統的下限，只
要體育聯賽版權仍是付費電視套餐的專屬權益。」但這也

PlayStation Vue成為全球首位退出者
在日益擁擠的串流媒體空間中，不可能每位影視服務

意味著，除了有看比賽需求的觀眾，剩下40％觀眾都有流
失的可能，報告的時間預測是5年。

提供商都將成為贏家。當前串流媒體戰爭中的第一個陣亡
者已經在2019年10月29日出現，索尼已宣布將在2020年初
關閉直播電視串流媒體服務 PlayStation Vue，成為全球串

串流媒體是導致2019年美國整體票房疲軟原因
用戶以Netflix取代傳統電視方案的趨勢已有好幾年
了，行業領頭羊Netflix這幾年更是美劇和電影頻頻得獎，

流媒體大紅海廝殺時代的首位退出者。
串流影音不是零和遊戲，但也絕非共存共榮的市場，

連好萊塢都感受到威脅。彭博社分析師 Geetha Ranganathan

民眾的預算及觀影時間都有限度，或許有辦法同時訂閱

就表示，串流媒體「絕對是」導致 2019 年美國整體票房

兩、三個服務，但隨著選擇越來越多，終究得做出取捨。

疲軟的原因。因此，有線電視產業早已意識到用戶流向串
流媒體已是大勢所趨，所以方案到期後用於留住用戶的打

觀眾轉投串流媒體，有線電視業者無法挽留老客戶

折手段已沒有意義。

網路服務崛起，美國人愈來愈少收看有線付費電視，

然而就像報告所說，「不幸的是，客戶不是從有線電

不再購買AT&T銷售的昂貴套裝方案，等同於放棄套裝方

視轉向vMVPD（虛擬多頻道影片節目發行方），他們是

案中的迪士尼旗下電視頻道。

拋棄了有線電視」。能盈利的 vMVPD 業者只有 Hulu With
Live TV、YouTube TV、

串流媒體月費價格比一比

Sling 三家，但表現最好

串流媒體

月費

Netflix

便宜方案 8.99 美元
標準方案12.99 美元
高級方案15.99美元

無

Amazon Prime Video

8.99美元

無

Disney+

6.99美元

Verizon （VZ-US） 免費為無線客戶和 Fios 有線電視新客
戶提供一年的 Disney+

4.99美元

購買全新的 iPhone、iPad、Mac 或 Apple TV 機上盒後，蘋
果將為客戶免費提供 Apple TV+ 一年。Apple Music 學生計
劃的訂戶也可以免費獲得

停vMVPD服務PlayStation

Apple TV+

HBO

14.99 美元

AT&T將在標準的HBO內容外加上 Warner Media的大量額外
內容，免費提供提供 HBO Max 給當前的「固定」HBO 訂
戶

容和電視網路協議」及付

Comcast

免費方案

的 Hulu，截至2019年第
三季也只有270萬付費用

Comcast據傳將向所有客戶贈送其廣告版的Peacock串流媒
體服務

戶。Sony則於2019年10
月宣布將於2020年1月關
Vue，原因是「昂貴的內

費電視生態系統增長緩
慢。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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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業升級
藍領需要大學文憑
三年內，美國製造業工人中，有大學學位的人數將超過沒上過大學的人數。
往，到工廠當工人並不需要大學學歷，但《華爾街

以

如今專業化的崗位要求讓這條路越來越窄。雖然伴隨先進

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對美國聯邦政府數

製造技術而來的新崗位報酬更高，但對上學不多的工人來

據進行的一次分析顯示，新的製造業崗位需要工人掌握更

說無濟於事。目前有超過四成的美國製造業工人擁有大學

高級的技能，這使得美國工人的整體受教育程度上升。不

文憑，1991年這個數字是22％。

出三年，美國製造業的大學生工人數量，預計將首次超過

展望未來，對自動化技術的研發投入將繼續提升工廠

只受過高中或以下教育的工人數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生

生產力，需要的僱員也會相對減少。剩下的崗位預計將由

產自動化的大勢所趨，這種變遷提高了工廠產出，為更多

大學和技術學校的畢業生來填充，而高中畢業生和輟學者

女性敞開了就業大門，但也讓低技能工人的未來變得愈加

的機會將越來越少。對於近些年失業的製造業工人而言，

慘淡。

適合他們的招聘崗位也將變少。

《華爾街日報》發現，自經濟衰退以來，美國製造業

「對於只具備中低端技能的工人來說，並不是把製造

新增了100多萬個就業崗位，而這些機會向擁有大學文憑

業拉回美國就萬事大吉了。」芝加哥大學教授赫斯特說

的男女僱員傾斜。與此同時，只受過高中或以下教育的工

道。他和同事們一直在研究製造業崗位要求提高的問題。

人正在減少。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發現，從2012年到2018年，在
製造業內，那些需要最複雜的問題解決技能的崗位，數量
增長了10％；對技能要求最低的就業崗位減少了3％。

自動化機械生產反映出全國性的大趨勢
大型製造企業也在推動自己的用工結構向高技能、高
教育勞動隊伍轉型。
哈雷戴維森公司（Harley-Davidson Inc., HOG）在密爾

自動化技術應用及低工資造成製造業崗位減少

沃基的發動機工廠現在用機械臂安裝摩托車零部件，取代

製造技術的進步讓美國工廠的生產力達到了歷史最高

了過去由人力完成的高強度、重複性勞作。該工廠經理恰

水平，雖然最近就業崗位有所增加，但與1979年巔峰時

克·施塔茨（Chuck Statz）表示，自動化機械讓生產車間變

2,000萬人的工人隊伍相比，目前製造業需要的工人數量還

得更加安全，也反映出一場全國性的大趨勢。2018年，該

是減少了三分之一。2019年以來，美國製造企業新增就業

工廠的工傷率只有2003年的一半。

崗位5.6萬個，2018年同期為24.4萬個。自動化技術的應用
以及低工資國家的競爭造成了製造業崗位的減少。

2018年，哈雷戴維森公司有2,200名工會員工，比2014
年減少400人，該公司將這種變化歸因於多方面因素。卡
特彼勒報告稱，截至2018年年底，該公司有1萬名工會員

目前超過四成美國製造業工人擁有大學文憑
到工廠工作曾是美國人進入中產階層的一條途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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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比2007年減少1.5萬人，而同時期該公司營收增長了
20％。 華

2020年最理想工作企業

科技業名次下滑
美國求職評估網站Glassdoor近期公布「2020年最理想工作企業」（Best Place to Work）百大
排行榜，科技巨頭如Google、Facebook排名皆跌出前十，分居第11、23名，顯然獲得的員工評價
已不如以往。此次最理想工作企業由雲端計算軟體公司HubSpot奪下，貝恩策略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和電子簽名技術公司DocuSign則分別獲得第二、第三名。
國權威、也是世界最大的求職網站 Glassdoor 公

美

Facebook今年排名第23位

布2020年版「最理想工作的企業」（Best Places to

Facebook曾在過去十年中三次被評為「最理想工作企

Work）排行榜，兩大科技巨頭Google和Facebook的排名

業」，今年排名第23位。這是該社交媒體公司自2011年首

明顯下滑。Facebook今年位居第23名，相較去年據跌6個

次登頂該榜單以來的最差成績。2019年榜單中，Facebook

名次，事實上，該公司前年仍獲選為最理想工作企業；

是位居第17位，這兩年都呈現下滑的趨勢。

Google公司則是名列第11名，為過去8年來首次跌出前十
名榜單。

「2020年最理想工作企業」的統計時間為2018年10月
23日至2019年10月21日，Glassdoor的這份年度榜單是根據
員工對公司薪酬、福利、文化和高級管理等多方面，來對

排名前十位．科技公司僅占三席

公司進行打分排名。 華

根據Glassdoor發佈的年度排名，只看科技領域知名公
司的話，很明顯比過去有所下滑。2020年最理想工作企業
排名前十位的公司中，科技公司僅占三席。雲計算軟體公
司HubSpot新晉為最理想工作場所第一名，另外兩家科技
公司DocuSign（是一家能提供電子簽名，說明使用者實現
檔的自動化管理的公司）和Ultimate Software（終極軟體集
團公司，是一家雲端人力資源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分別
位於第三和第八位。
蘋果則是從去年的71位，下滑到第84位，物流巨頭亞
馬遜（Amazon）則是連續12年皆未上百大榜單。相較之
下，微軟（Microsoft）排名從第34名驟升到第21名，是大
型科技公司中唯一名次攀升的企業。其餘名列榜單中的
知名科技相關企業，還包括Linkedin（第12位）、NVIDIA
（第20位）、Adobe（第39位）、Slack（第69位），及名
次吊車尾的晶片大廠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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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辭典2019年代表字
「氣候緊急狀態」
牛津辭典2019年度的「年度代表字」候選名單不同以往，所有候選單字都與氣候相關。

據牛津辭典資料庫（Oxford Corpus）的統計數據，

根

各國政府紛紛宣示「緊急狀態」

「氣候緊急狀態」在2019年9月的使用率，比去年

在今年，全球政壇也出現類似行動，從蘇格蘭4月首

同期增長超過百倍（10,796％），而這也是與「緊急狀

開先例，宣示進入「氣候緊急狀態」，英國、葡萄牙、加

態」（emergency）結合的複合字中最為普及的一個，出

拿大、法國、阿根廷等國也隨之響應，至今已有數以百計

現頻率是第2名「健康緊急狀態」（health emergency）的3

的城市及國家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倍。而多國政府宣示進入「氣候緊急狀態」，加上媒體與

牛津辭典官網解釋，這些國家做出宣示的意義在於，

科學界為了更精確描述環境現況，重新評估使用氣候相關

它們願意將氣候行動納入政策的核心，展現對抗全球氣候

用語，是「氣候緊急狀態」使用頻率提高的主因。

危機的意志。

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的定義為「需要採
取立即行動以減少或阻止氣候變遷，避免造成潛在不可逆
的環境傷害。」

氣候相關詞彙成年度大熱門
事實上，牛津辭典本年度的年度代表字候選名單不同
以往，涵括各領域的不同詞彙，所有候選單字都與氣候

「氣候緊急狀態」已成記者報導相關新聞用語

相關，包括「氣候行動」（climate action）、「否認氣候

牛津辭典官網解釋，氣候危機一詞的高使用率，也與

變遷」（climate denial）、「環境焦慮」（eco-anxiety）、

媒體刻意改變寫作用語高度相關，像是《衛報》於2019年

「滅絕」（extinction）、「飛行恥辱」（flight shame）等

5月頒布最新環境新聞寫作指南（The Guardian and Observer

字。最後由「氣候緊急情況」（climate emergency）勝出，

style guide），規範記者在報導相關新聞時，以「氣候緊

主要為了反映出過去一年的風氣、心情或關注點，並具有

急狀態」或「氣候危機」（climate crisis）替代「氣候變

持久的文化意義。

遷」（climate change）一詞。《衛報》此舉也引發其他媒
體響應，紛紛重新審視及更新環境議題的報導準則。《衛

2019年氣候用語夯「氣候罷課」也成為年度代表字

報》總編輯維納（Katharine Viner）對此表示：「我們想

牛津辭典並不是今年唯一選中氣候用語為年度代表字

確保《衛報》報導在秉持科學精確性之外，也能清楚地向

的字典。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Dictionary）日前宣布

讀者介紹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當科學家談論的是全人類

「氣候罷課」（climate strike）成為2019年年度代表字——

的災難，像『氣候變遷』一詞給人的觀感就偏向溫和又消

隨著瑞典氣候少女鬥士通貝里（Greta Thunberg）的罷課行

極。」

動激發全球學生響應，「氣候罷課」使用率在一年內也增

不只是媒體重新檢視詞彙的運用，科學界在發佈氣候

長逾百倍。

科學報告時亦是如此。牛津辭典官網指出，有越來越多氣

牛津辭典的年度代表字反映該年度風氣或流行的事

候科學家呼籲同行，在發表研究時須「如實傳達」氣候變

物，2018年的年度代表字是「有毒」（toxic）；2017年的

遷所造成的各種現象與後果。

年度代表字則是「青年震撼」（youthquake）。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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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膠唱片的逆襲
美國唱片工業協會（RIAA）發表 2019 年中報告，黑膠唱片年銷售收入很快將自1986年以來首
次超過CD。誰說黑膠唱片已死？

1989

年，美國唱片工業協會（RIAA）發言人

帶來43億美元，與同期相比增長26％。顯然，不管黑膠唱

海默絲（Patricia Heimers）預言說：「黑

片還是CD，都無法與Spotify和Apple Music匹敵。

膠唱片還會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在1990年代，黑膠唱片
幾乎在市場上絕跡，2005年時，美國銷售額只剩1400萬美
元。但今年黑膠唱片的銷量，證明黑膠唱片又潮流捲土重

黑膠最受經典搖滾樂迷歡迎
在音樂數位化時代，這種用聚氯乙烯製作的實體唱片
仍以穩定且保真的音質受許多音樂發燒友喜愛。一些藝術

來。

家發行專輯時同步販售限量版黑膠唱片，也因充滿設計感
的封面和稀有性而很具收藏價值。

黑膠唱片年銷售收入很快超過CD
依據美國唱片工業協會（RIAA）發表的 2019 年中報

在懷舊情之外，黑膠信徒總說黑膠唱片能產生更豐富

告，黑膠唱片年銷售收入很快將自1986年以來首次超過

的樂音，勝過那些顛覆它的數位媒體。統計指出黑膠最受

CD。報告指出，黑膠唱片近年來銷量持續增長，但CD銷

經典搖滾樂迷歡迎，像 2018 年披頭四（The Beatles）的黑

量與同期相比大幅下滑。儘管CD銷量仍領先黑膠唱片，

膠就賣出了32.1 萬張，其他包括縱橫樂壇50年的「搖滾變

但下滑速度非常快，報告稱2019年美國CD銷量下滑速度3

色龍」大衛鮑伊（David Bowie）、不老搖滾天團佛利伍麥

倍於黑膠唱片的增速。

克（Fleetwood Mac）、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平

2019 上半年，CD銷售額為2.479億美元，售出1,860
萬張，而黑膠唱片這兩項資料分別為2.241億美元和860萬

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皇后合唱團（Queen）等，黑
膠唱片銷量也都超過10萬張。

張，銷量相差不少，但得益於單價較高的優勢，銷售額逼
近 CD，與同期相比增長 13％。

英國黑膠唱片銷量不俗，創造5,710萬英鎊收入
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國，黑膠唱片同樣銷量不俗，去年

串流媒體是主流音樂消費模式，貢獻80％收入
因此，黑膠唱片的收入或許很快就會超過 CD，但這
也不代表能逆轉流
行趨勢。實體音樂
2019 上半年音樂業
總收入9％，串流

80％收入，上半年

然而，黑膠唱片的收藏性和高價也引來了盜版，披頭
其他
2%

四和 Pink Floyd 的黑膠專輯是 eBay 盜版商品的重災區。
真正稀有的黑膠唱片的確價值不菲，如London
American Recordings唱片公司出品的Darrell Banks經典作

媒體依然是主流音
樂消費模式，貢獻

唱片購買者不到35歲，45∼54歲反而僅佔18％。

資料來源：美國唱片工業協會（RIAA）

數位下載
9%
實體商店
9%

總收入6％，達近30年來最高水準。年輕樂迷似乎也識得
黑膠魅力，據調查機構ICM統計，2016年近半數英國黑膠

2019年第一季
美國音樂產業收入比例

銷售收入只占美國

銷售近 420 萬張，為音樂產業創造5,710 萬英鎊收入，占

串流
80%

《Open the Door to Your Heart》，2014年被發現，拍出 1.1
萬英鎊的天價。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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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周休三天．效率提升40％
為了讓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也避免過勞事件發生，大阪府將於2020年實施
電腦在「每晚18點30分強制自動關機」新制；日本微軟也進行周休三天實驗，員工生產力竟大幅提
升約40％。專家認為，工時彈性，讓員工對自己的時間有更多自主空間，就是效率提升的好方法。
本的職場環境高壓，加班是家常便飯，隨著過勞事

日

調查發現，高達92％的員工對四天工作制表達肯定。

件頻傳，日本社會逐漸意識到這個議題。日本大阪

日本微軟並非第一個實驗一週四天工作日的公司。根

政府近日宣布，為減少職員的加班時間，2020年將實施新

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紐西蘭投資顧問公司

制，每位職員的電腦在「每晚18點30分強制自動關機」。

Perpetual Guardian，也曾在2018年進行兩個月的四天工作
日實驗。實驗結果發現，公司員工的工作壓力下降，對工

日本大阪府為阻止公務員加班‧18點半強制關機

作的滿意度上升。Perpetual Guardian創辦人強調，四天工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宣布，為減少職員長期勞動的狀

作日對公司並沒有副作用，反而能夠有效提升員工工作與

況，大阪府將斥資約5000萬日圓的預算導入新系統，2020

生活的平衡。

年起，辦公室內所有電腦將在晚間18點半強制關機。據了
解，除非政府職員先申請加班時數，否則都會在晚間18點

五個工作日效率較低的原因

20分收到系統的「請盡快完成工作並關機」的警告文字，

《彭博Businessweek》專欄作家史密斯（Noah Smith）

10分鐘後，電腦螢幕會在18點半強制關閉。根據先前統

指出，讓五個工作日效率較低的原因有三個：員工疲勞、

計，每年大阪府的加班時數達100萬小時，加班津貼的總

上班根本沒事做、以及加班文化。史密斯指出，雖然讓員

支出約30億日圓。這項新措施將影響到大阪府警、學校職

工加班可以提高當日產量，但員工的疲勞會影響到隔日的

員及一般職員共7600人。「減少浪費時間的會議與作業是

表現，最後導致員工效率持續下降。第二個原因，是員工

主管的工作」吉村洋文在記者會表示，這項措施的目的，

在公司根本就沒有事情可以做。有些工作需要等待時間，

主要希望讓政府職員減少加班的時數以維持身體健康，期

或是配合其他人的時程才能繼續作業。第三個原因，是加

盼能透過明確規範上下班時間，以增進職員工作效率。

班變成公司文化，員工習慣晚下班不代表真的在工作。而
這幾個傳統五日工時的特性，才是讓員工效率不比四日工

企業實驗一週工作四天，員工效率竟增加

時的主要原因。

微軟日本公司為了讓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更好
的平衡，在2019年8月實施「工作生活選擇挑戰」措施，

彈性才是激發員工效率的秘密

讓2,300名員工一整個月周休三日，以評估減少工作天數的

史密斯認為，重點是公司給員工的工時彈性。其實減

優點。此外，微軟也要求員工盡量以通訊軟體進行有效率

少規定工時的真正目的，是讓員工對自己的時間有更多自

的溝通，限制開會時間在半個小時以內，增加遠距會議。

主空間。與其規定在特定的時間於公司表演「好員工」，

與此同時，微軟日本公司也見到這段期間成本下滑，用電

不如讓員工有更多的彈性，判斷最適合自己的工作節奏。

量減少23.1％、列印頁面張數減少58.7％。結果，員工業

無論是減少規定工時，給員工更多假期，或是讓員工自行

績不降反升，員工生產力大幅提升約40％。實驗後的員工

決定每週上班時間，都可以促進員工的工作效率。 華

56

華商世界∣2020∣第四十四期

澳洲烏盧魯巨岩．禁爬令生效
對中部澳洲的原住民--阿南古人（Anangu）而言，烏盧魯巨岩（Uluru）是創世神話的起點，也
是祖靈記憶的歷史核心，因此大批湧入的觀光攀登，也被族人視為極不尊重的文化褻瀆。因此，澳
洲官方正式決定，於2019年10月26日起禁止再攀登烏盧魯巨岩，還給自然該有的面貌。
到澳洲（Australia），大家的印象是袋鼠、無尾

提

民，阿南古人（Anangu）的長期意見。對阿南古人而言，

熊？還是最具指標性代表的雪梨歌劇院？但對許多

烏盧魯是創世神話的起點，也是祖靈記憶的歷史核心，因

澳大利亞在地人來說，別稱艾爾斯岩（Ayers Rock）的烏

此大批湧入的觀光攀登，也被族人視為極不尊重的文化褻

盧魯巨岩（Uluru），才是他們心中最神聖且典範的象徵。

瀆。
數千年來，烏盧魯都是澳洲中部原住民的信仰核心；

世界最大單體岩石

但當歐洲的白人殖民者，於18世紀末期大批登陸澳洲後，

烏盧魯巨岩（Uluru）這個世界最大單體岩石饒富鐵

原民的土地慘遭掠奪，就連烏盧魯也失去原本的名字，

質，氧化後的赭紅色成了地質上最美麗的奇觀，每年都吸

而被殖民的英國人以南澳洲首相亨利．艾爾斯（Henry

引無數國內外旅客前來朝聖。

Ayers）的名字，冠稱作「艾爾斯岩」（Ayers Rock）。

烏盧魯巨岩是重要的文化發源地，光是在其岩體上發
現的壁畫，時間可追溯至1000年之久。在這塊國家公園當

1985年澳洲正式將烏盧魯的傳統領域返還

中，擁有無數天然形成的洞穴，皆為早年澳洲原住民宗教

由於其景觀的壯闊與特殊性，過去150年來，「艾爾

集會的重要場所，因此巨岩更是個神聖且不可侵犯之地。

斯岩」都是澳洲內地觀光的熱門景點，但其原本的原民

根據官方的統計，自從1950年代，西方人正式攀登烏

文化與社群，卻遭到驅逐與剝削；直到80年代，逐漸清醒

盧魯巨岩以來，有超過37人在此葬送性命，由於許多地方

的澳洲政府，才開始承認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並於1985年

地勢陡峭、坡度險峻，甚至因為濕滑天氣滑倒摔落而喪

10月26日，正式將烏盧魯的傳統領域，「返還」（Uluru

生，也有些案例是在過度炎熱的氣候下引發相關心臟疾

handback）給阿南古人。

病。儘管存在著危險，烏盧魯巨岩依然是澳洲最受歡迎的
旅遊勝地之一。

違者禁爬令者，將被處630澳元罰款
「烏盧魯」有348公尺高，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禁爬令2019年10月26日生效

世界遺產。這座紅色巨岩的傳統主人、當地原住民阿南古

但許多為了攀岩而住在露營地的遊客，在周圍製造了

人雖然歡迎觀光客，但將烏盧魯視為聖地，攀爬聖地是褻

大量垃圾，沿路上攀登岩石的各種破壞、丟棄、便溺問

瀆和危險的活動，因此不希望人們攀爬。當地政府為尊重

題，也成了難堪的無奈。過多的遊客帶來了諸多的不便，

阿南古人頒布禁爬令，違者將被處以630澳元罰款，甚至

垃圾問題與危險性成了最不可測的因素。為此，澳洲官方

會被起訴。

正式決定，已於2019年10月26日宣告禁止再攀登烏盧魯巨

烏盧魯的「封山」日期，訂在2019年10月26日——也

岩，期待藉由回歸大自然的初心，還給自然該有的面貌。

就是烏盧魯返還的34周年當天。之後，烏盧魯將全面禁

這項決議是尊重烏盧魯的傳統持有者—中澳的原住

攀，讓阿南古人的先祖文化自此重返寧靜。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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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萬象

聖淘沙魚尾獅、
柬埔寨巴戎寺拆遷整修
世界各國許多富有特色的著名景點，都因周遭環境的變遷而面臨拆遷整修的命運。

加坡聖淘沙發展局將重新規劃聖陶沙島與布拉尼島

「微笑四面佛像」，又稱為「高棉的微笑」，是柬埔寨古

（Pulau Brani）周圍的觀光藍圖，為配合新的觀光

蹟中著名的地標建築之一。

新

規劃發展，聖淘沙的魚尾獅已於2019年10月21日拆除。

不過柬埔寨當局發出公告宣布「2020年1月1日起巴戎

魚尾獅的英文名是Merlion，於1964年時由現已停業的

寺中心塔將暫時封閉」。巴戎寺第三層建築由於老舊可能

Van Kleef水族館長Fraser Brunner設計，創作靈感來自新加

會對遊客的安全造成風險，所以機構決定禁止遊客攀爬巴

坡的梵文名Singapura（即獅子城），獅子頭亦同時象徵勇

戎寺第三樓層。公告中指出，在此情況下，ICC Argkor的

氣、力量和優秀。而魚尾則反映出新加坡的歷史：新加坡

專家們建議關閉巴戎寺的三樓以便讓專家組能夠開展相關

以前是個漁村，與海有密切關係。新加坡旅遊局兩年後採

的研究工作，以確認出亟需修復的地點。

用此作為標誌，一直沿用至1997年，而這虛構的魚身獅頭
動物亦漸漸成為了新加坡的代表。
新加坡之所以會叫做Singapura（梵文意思：獅子

此外，為維護和保護寺廟以及遊客安全，將在2020年
1月11日開始禁止遊客攀爬巴戎寺第三樓層，以讓保護團
隊將能夠完成工作。

城），根據文獻記載，有位蘇門答臘王子去到新加坡，在
島上遇到一頭野獸，之後隨從告訴他那是一隻獅子，於是

高棉的微笑——巴戎寺

他便把這個島命名為Singapura。但原來一直都沒有記錄證

巴戎寺， 也被譯為巴揚寺，意為「美麗的塔」；位於

明過新加坡有獅子出沒，反而曾有人看到過野生老虎出

柬埔寨吳哥古蹟唯一一座大乘佛教寺院，也是高棉帝國最

現，因此有說法指王子當時見到的實際應該是老虎。

後一座國家寺院，巴戎寺建於1219年，由高棉國王闍耶跋
摩七世下令興建，興建時間約晚吳哥窟100年。

全新加坡有7座魚尾獅雕像
新加坡最有名的是魚尾獅公園中分別高8.6米及2米的
兩座一大一小的魚尾獅雕像，而即將清拆的37米高聖淘沙

該寺建築物中最馳名的是每座佛塔上以闍耶跋摩七世
的形象所雕刻的「微笑四面佛像」，又稱為「高棉的微
笑」，佛像神秘的微笑成為柬埔寨著名的地標建築。

魚尾獅同樣受歡迎。但其實，全新加坡共有7座政府認證
的魚尾獅雕像，其餘4座分別是花柏山的小魚尾獅、碧山

54座石刻佛塔，代表當時高棉國統治下54個省份

宏茂橋公園門口的一對魚尾獅雕像，以及位於新加坡旅遊

巴戎寺位處吳哥城的中央心臟地帶，寺中的佛塔建築

局總部門前的魚尾獅像。

群是以佛教宇宙觀須彌山的概念來興建，建築物共分為三
層，上層為圓型布局，樹立佛塔；下兩層為方型布局，分

柬埔寨巴戎寺中心塔，2020年1月11日起禁止攀爬

布修道場和藏經閣等，大大小小庭院共有三百多間。在巴

另外，柬埔寨深受歡迎的巴戎寺，也是俗稱「大吳

戎寺的中心建有一座最高的佛塔，周圍由四十八座四面佛

哥」的古蹟，擁有54座石刻佛塔，上面有著名的建築物中

佛塔圍繞，加上五座城門塔，共有54座石刻佛塔，代表當

最馳名的是每座佛塔上以闍耶跋摩七世的形象所雕刻的

時高棉國統治下的54個省份。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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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news
華商短波

紀念孫中山先生二十八歲那一年
馬來西亞舉辦座談會
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3周年，馬來西亞綠野集團在2019年11月12日於吉隆坡金馬皇宮酒店
舉辦《紀念孫中山先生，28歲那年》專題座談會，多位知名學者受邀參與，共同討論孫中山先生
「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大理念。
中山先生 （1866∼1925年）曾回憶說：「28歲那

孫

尤芳達：「人盡其才」對馬來西亞最為重要

年，我就與20多個華僑，在海外成立起革命團體，

拉曼大學校長尤芳達教授表示，孫中山先生的四大理

決心用流血鬥爭推翻滿清王朝。」那年，他提出「振興中

念完全契合現代社會發展趨勢，四大理念就是"現今的富

華」，成立興中會。同年（1894年），上書李鴻章，提出

強之道"。其中「人盡其才」對馬來西亞最為重要，包括

「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擁有良知、能關懷社會的人才培養。唯有如此的人才，在

四大理念。指出，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

應用「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時，才能

孫中山先生的四大理念，應用於今日之環境，依舊是

確保社會資源的管理永續生存。

至理名言。因此，馬來西亞綠野集團總裁兼世界華人經濟
論壇創辦人丹斯里李金友主辦了「紀念孫中山先生28歲那

莫順宗：善用資源國家前景明亮
新紀元大學學院校長莫順宗則說，除了人才培養，若

一年」的紀念與座談會，期望能拋磚引玉。讓大眾進一步
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理念。

從大馬角度看，孫中山提出的四理念就是一個完整的設
計，而大馬天然和森林資源得天獨厚、地緣政治面向南海

李金友：讓青年重新認識孫中山

與中、西通道之間。若能將孫中山先生四大原則貫徹到

李金友表示，孫中山是他的偶像，「紀念孫中山先生

底，好好地發揮人、地、物及貨暢其流的條件，善用土地

28歲那一年」活動的舉辦，是要讓國際社會學習這名偉人

發展農耕，促使大馬能出口優質的農作物，這個國家前景

的思想，讓青年重新認識孫中山，而任何一個國家或企業

明亮。 華

能善用上述四個主張則能由衰轉盛、脫貧轉富。
他說，阿里巴巴也許也是在「貨暢其流」的主張下才
能這麼地發展電子商務和強盛起來，所以，阿里巴巴創辦

▼左起為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代表吳美潤、中華產經文教科技交流協
會理事長簡漢生、新紀元大學學院校長莫順宗、拉曼大學校長尤芳達及
大會主席兼世界華人經濟峰會創辦人丹斯里李金友。

人馬雲應尊崇孫中山為「自由貿易的爸爸」。

簡漢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中華產經文教科技交流協會理事長簡漢生應邀主講，
以《對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的領悟、實踐與展望」》

大眾，「近四十年中國在各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中華兒女如論身在何處，都應共同努力，為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而奮鬥，不負中山先生之遺志偉願，謹共勉之。」

︵照片提供：秦必韜︶

為題，闡述孫中山先生的四大理念於現今的應用。並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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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澳門港灣一景。

中山、珠海行
—記世界華商高峰會會後粵港澳大灣區考察
吳宗錦｜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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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環葡韻的葡萄牙式建築。

十六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安排了三天二夜的會後考

第

先來到澳門 仔龍環葡韻，這裡是最早葡萄牙駐澳門的官

察，包括澳門的社區導遊、造訪中山市孫中山故居

署與官員的居住所，有一排葡萄牙式的建築，現在則開闢

翠亨村、珠海會同古村莊、參觀湯臣倍健工廠、參加首屆

為葡萄牙風味美食的遊樂場地，展示葡萄牙與葡語系國家

澳珠企業家峰會，以及參觀橫琴中醫藥產業園區，行程緊

地區的文物和代表性美食。因為我們到的時候太早，沒能

湊，內容非常豐富。

看到展出。大夥兒在住宅上方的嘉模天主教堂前拍團體照
留念後，就走路到 仔的食品街官也街品嚐澳門的餅乾點

先進行澳門社區導覽遊
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召開了二天高峰會之後，第三天

心，在那裏停留了一個小時，已經有不少人買了大包小包
的伴手禮 ，對澳門的經濟做出貢獻。

一早，將近150位報名參加會後粵港澳大灣區考察的華商

然後集合上車，經澳門新設的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新口

代表，分乘五輛大巴士展開為期三天二夜的會後考察。首

岸，通關後前往珠海。人工島口岸採用一關二檢，通過

▼澳門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的新口岸建築。

澳門關後，就是大陸關口，應該是很方便的，但因關口當
班的官員不多，標示也不是很清楚，我們一百多人提著大
小行李，排隊的關口還換來換去，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才過
關。過了關口後，我們提著大小行李換乘大陸內地的大巴
車，也換了內地的導遊，開始大灣區考察行程。

首先造訪孫中山翠亨村故居
在橫琴的棠興海景酒家吃過午餐後，我們出發前往位
在珠海市北面的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故居參觀。我在2007
年十月來參觀過孫中山故居，那一年也是世界華商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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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中山市翠亨村孫中山先生故居。

的會後考察來的。十幾年來，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及附近

中山市翠亨村在清朝道光年間稱為「香山縣翠亨

地區，整理的更加完善了，除了原本的孫中山故居、孫中

村」，孫中山創建民國之後，1925年逝世，為紀念他的偉

山紀念館與翠亨村民居之外，其旁邊一大片地區開闢為辛

業，將香山縣改名為中山縣。中山縣原來轄區很大，緊鄰

亥革命公園，整個翠亨村成為中山市的重要景點，前來參

澳門，1957年和1965年劃出漁民縣和斗門縣，漁民縣後來

觀的遊客更是絡繹不絕。我們一百多人先在孫中山故居前

改名為珠海縣。1983年中山縣撤縣改縣級市，1988年昇格

拍攝了大合照，然後進入孫中山故居園區自由參觀，我又

為地級市。由於廣東省工業發展迅速，中山市已經從農村

一次地瞭解這位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一代偉人的故事，除了

縣演變為工業發達的城市。我們在孫中山故居和紀念館參

景仰還是景仰，唯一不同的是，孫中山先生偉大的實業計

觀二個小時後，就搭車返回珠海橫琴，用過晚餐後，入住

畫與建國大綱，現在幾乎都已經被實現了，看來這位革命

華發會展中心行政公寓。

先行者在天之靈應該可以告慰了。

第二天早上用過早餐後，搭乘大巴車前往珠海北邊唐
家灣的「會同村」參觀。我們從橫琴出發，經過熱鬧的珠

▼珠海情侶中路與漁女雕像。

海市區，來到著名的珠海海濱大道「情侶中路」，沿路看
到珠海著名的二處地標，海中的「珠海漁女」雕像，和珠
海大劇院「日月貝」，因時間關係我們沒有安排下車參觀
拍照，就直奔會同村。珠海市是1979年才設立的廣東省地
級市，是珠江口三角洲西岸的一處海濱美麗的旅遊城市，
氣候宜人四季鮮花盛開，曾獲聯合國頒發改善居住環境最
佳範例獎。
會同村是珠海一處保留得比較完好的古村莊，村裡還
保留有二座碉樓，是廣東僑鄉一帶特有的建築型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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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同古村莊的街景與碉樓。

從珠海橫琴欣賞澳門的日出景色。

明末清初建的，具防盜、防水災居住之用，碉樓以僑鄉開

海邊步道，觀看澳門的日出晨景，當太陽從跨海大橋後方

平縣最多。會同村現在只保留了一條街是古村莊建築，古

露出臉時，澳門的地標旅遊塔非常明顯的呈現在眼前，澳

街另一側全是新的住宅建築，與古村莊形成強烈的對比。

門半島的新葡京酒店也清晰可見。我在海邊走了半個多小

上午參觀完會同古村莊後，前往附近的鳳鳴谷農莊餐廳吃

時，才返回旅館吃早餐，趕在澳珠企業家峰會開會前，換

午餐。午餐後前往珠海金灣區的湯臣倍健健康食品廠參觀

上正裝前往出席。

其現代化的錠劑和軟膠囊工廠，湯臣倍健的健康食品現在

開完會，吃過午餐後，我們又搭乘澳門車牌的大巴

只在大陸銷售，就已經供不應求，所以尚無銷往海外的計

士，先前往橫琴的中醫藥科學產業園參觀，在產業園總部

畫。參觀完湯臣倍健，傍晚前我們趕回華發行政公寓，換

大樓聽取簡介，並參觀了一些中醫藥新產品。之後，我們

上正裝後，前往喜來登酒店二樓大堂，出席珠海市政府的

搭乘澳門大巴經過橫琴口岸，回到澳門後直接前往機場，

一場晚宴及介紹會。

結束了這三天二夜的收穫滿滿的會後考察行程。 華

參加澳珠企業家峰會開幕典禮
第三天上午安排參加「2019澳珠企業家峰會」的開幕
典禮，這是由澳門特區政府和珠海市政府聯合主辦的一場
盛會，把全球華商代表及葡語系國家企業代表齊聚一堂，
是今年第一次舉辦，由廣東省副省長張虎與澳門特區財政
司長梁維特共同主持開幕典禮，規模不小，是一個很好的
開始。
因為我們住宿的華發會展行政公寓就位在橫琴，隔海
對岸就是澳門，我今天特地起個大早，走到旅館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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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人，只有融會貫通，才能走得更遠；未來，不是說出

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我不怕千萬人阻擋，只怕自

來的，是做出來的；沒有見過人生的連續跌停，不足

己投降。

以談人生。

——五月天歌詞〈倔強〉
——金馬獎最佳新人獎╱湯唯

她演「色戒」成名，但卻也因大膽投入演出而被封
殺。她選擇到英國倫敦，除了攻讀英語，曾當過街頭藝

不懂得發問的人，只能為他人代工。

人及羽毛球陪練，賺取生活費及學費。後來，得到知名

——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

時裝設計公司的約聘，成為該公司的「御用模特」，也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要用最深刻的方法來定義，解決

獲得香港「優才」計劃，獲邀前往香港發展。

一個問解，才是最美滿的人生。

成功是個副產品，重要的是如何成功做好本分。

快樂是人生的最高目標，是所有目標的終點。

——專欄作家╱黃芷淵

——台灣科技大學校長╱廖慶

有些行業的回報可以量化，但有些更多的是精神上

快樂可發揮潛力，提高學習效率和創造力；要快樂就

的滿足和人生閱歷的積累。

不要與他人比較，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進步、充實，就可
感受到快樂。

人是自身思想下的產物，你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取
決於你的想法。

別為天空的彩虹，忘了路旁的玫瑰
——印度民族主義運動領袖╱甘地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洪蘭

他說，年齡只是個數字，運動是最強的抗老祕訣。

人不能預測將來，唯可控制的就是現在，不要老想到
發大財，升大官之後，再來把時間留給家人、朋友。

勝利是留給凡事都準備好的人，但一般人都以為只是
運氣好。

大自然的花不會望著別人，只會做好自己。
——第一個抵達南極的探險家╱羅爾德．亞孟森

——西恩花藝CNFlower創辦人╱凌宗湧
無論是花藝還是人生，順其自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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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偉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你80歲的時候，如果靜下來完全用自己的觀點回顧你
的人生，你會發現最精采也最有意義的部份，是那些與
抉擇有關的故事。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生命裡最崇高的喜悅，就是去發掘新知。
——國際著名科學家╱朱經武

不管你變得多成功，晚年回首過往時，真正讓你在意
的，或許不是戶頭裡有幾位數，而是年輕時的你究竟做出
了哪些選擇，而領你走到如今的景況。

幸福，請以自已的節奏跳舞。
——天下雜誌總編輯╱吳琬瑜

你的成就，取決於你的思維方式和格局

日本人在三一一地震後，反思未來與活著的目的，

——網路紅人、暢銷書作家╱王令凱

最終體會以自己的節奏跳舞就好。人生不可或缺的目

她認為，一個合格的管理者，最重要的事，是思考戰

標，應該是可以開懷大笑，身心愉快的時光。

略和尋找最優秀的人才，他並不需要自己事事全能。那
些成功的人始終銘記，「要用有限的時間做最有價值的
事」。

別再說人工智慧就是數位轉型。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
人工智慧是技術，數位轉型是策略，它是企業因應
數位顛覆的應對方法。

沒有笑聲的一天，是浪費了一天。
——英國喜劇演員╱卓別林

企業都需要策略，有了策略，企業才能具體成長發
展，成功營運，但錯把指標當成策略會釀成大災難。
別把指標當策略，忽略了策略的核心：企業的目的。
——摘錄自：哈佛商業評論

AI時代，人才「巧」比「勤」更重要。
——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李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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