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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智
慧城市」的概念自2008年提出以來，在國際上引起廣泛

關注，並持續引發了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熱潮。智慧城

市已經成為推進全球城鎮化、提升城市治理水準、提高公共服

務品質、發展數位經濟的戰略選擇。智慧城市的終極目標，就

是讓每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狀況都能有妥善的照

顧。所以人的需求在哪裡，智慧應用就會在那裡，而城市正

是創新科技最佳的試驗場。正如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中心

主任布里斯（Arturo Bris）表示：「世界上的『智慧城市』不

只是採用新科技，而且確保它們確實會改善民眾的生活。」因

此，確保科技落實於生活中，以人為本，才是建構「智慧城

市」的基本。

智慧城市是各國重要的經濟轉型及升級的藍圖，開始著手

啟動智慧城市發展計畫的國家遍佈世界各地，例如美國的智慧

電網等等。期許未來華商朋友能夠成為具有自我實現力的領航

者，透過自我價值的改變以及網路效應的創意加值，共同達到

更開創的未來。未來除了導入產業創新政策之外，也應該整合

文化創意產業，漸漸將智慧產業創新導入大眾生活，發展出衛

星新城鎮、慢速城鎮的智慧城市。本期【封面故事】以「智慧

城市」為主題，刊出了四篇相關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歷經八年漫長談判，亞太十五國在2020年11月15日正式

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這個橫跨15國，

有22億人口，生產總額高達26兆美元，約佔全球三成GDP和

貿易量，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超級經濟圈。RCEP料將振興因

中美貿易衝突與疫情重挫與枯竭的亞太區域經濟，也將首度促

成中日韓市場開放，開啟東北亞與東南亞經濟整合的新時代。

本期【特別報導】專欄有長達六頁的專文，對此作詳盡的分析

報導。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今年10月22日至24日在澳門

舉行的「第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現場除了來自大陸及澳

門地區約500位華商代表出席外，大會並同步直播會議實況，

在線上讓已報名參加，因疫情無法親來澳門出席的海外各地逾

一千位華商，亦能參與線上直播及互動，以另一種形式參與盛

會。對於今年的第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本期有特別報導。

本期的其他專欄，包括【全球視野】、【產業風雲】、

【世界萬象】、【神州大地】和【全球智慧】等，也都有很精

彩的內容，請讀者自行翻閱參考。

「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亞洲經濟體．引領全球復甦
受惠於防堵新冠肺炎疫情有成、加上西方消費者購物需求熱絡，亞洲經濟體正引領全球經濟

復甦，但這股復甦動能是否能夠延續，仍取決於近來新冠肺炎疫情惡化的美歐成長展望。研究機構

eMarketer更預估，2020年中國大陸預料將超越美國，可望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市場。

此類產品的出口，台灣10月份出口將僅同比增長0.2％。

與此同時，10月份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擴大，因醫

療物資和居家辦公設備需求依然強勁。韓國10月份對美國

和歐盟的出口分別增長3.3％和9.5％，與對其他大多數主

要地區的出口下滑形成鮮明對比。

202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市場

亞洲經濟體未來面臨的最大風險可能是，隨著新冠病

例的增多，美國或歐洲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可能會減弱。諮

詢公司德勤（Deloitte）開展的一項零售調查顯示，受訪的

美國消費者當中，有38％的人出於經濟方面的擔憂，計劃

減少今年的假日季購物支出，平均每戶家庭的支出將同比

下降7％。

另一方面，亞洲消費者，尤其是中國消費者，正成為

全球經濟中一股更為重要的力量，這可能有助於抵消任何

西方需求減弱勢頭的影響。據研究機構eMarketer的資訊，

中國2020年料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市場。此

外，eMarketer稱，雖然美國可能在2021年奪回頭把交椅，

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零售市場規模或將大於美國。近幾

個月，中國零售支出已顯出強勁態勢，這也提振了向中國

銷售產品的跨國公司的業績。華

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2020年中

國經濟仍有望增長1.9％，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

速最快，而預計全球經濟將萎縮4.4％，美國經濟將萎縮

4.3％。其他亞洲經濟體緊隨中國之後：預計越南經濟增長

1.6％，台灣經濟與上年持平，韓國經濟小幅收縮1.9％。

亞洲國家成長來自歐美對電子產品需求

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主要來自把製成品外銷到全球

其他地方，特別是美國和歐洲。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在家工

作，對螢幕和筆記型電腦等電子商品的需求增加。亞洲經

濟體是筆記型電腦、通訊設備、電視機和其他家用產品的

主要生產地區，由於新冠疫情迫使人們待在家裡，人們對

這些產品的需求激增。因此，隨著西方人的消費，亞洲從

中受益頗多。

在中國，餐館生意火爆，水上樂園等休閒業務重新開

放，而華特迪士尼公司等娛樂公司在美國裁員數千人。中

國國內航線的運力仍比疫情暴發前水平低35％左右，但這

遠好於美國和歐洲航線運力下降逾60％的情況。

近期，由於美國和歐洲每日新增新冠病例數再度增

多，各地政府被迫實施宵禁或重新限制社交接觸。但在亞

洲，如中、日、韓及台灣，人們的生活已基本恢復正常。

東亞國家的感染水平顯示，即使不實施全國性的封鎖，也

能控制住疫情。

亞洲擁有三星電子、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台灣積體電

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公司，是許多世界頂級電子產品

製造商的所在地。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數據顯示，全球

約97％的手機和60％的個人電腦，以及許多家用電器都是

在亞洲製造的。

據TS Lombard提供的資訊，台灣10月份11.2％的出口

同比增幅中幾乎全部來自電子零部件和設備。如果不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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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由於全球各國政府的大力干預及中國的快速復甦，新冠肺炎
病毒（COVID-19）疫情引起的全球經濟崩潰不會像早些時候估計的那麼嚴重。IMF預計2020年全球
GDP將下降4.4％，降幅不及其6月預測的5.2％。但也將造成失業和破產，給全球經濟留下傷痕，某
些行業在整體上將難以生存。世界銀行（World Bank）則預估，這場疫情可能使1億1400萬人陷入極
端貧窮，亦即每天生活費低於1.9美元。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持久損害

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每年發佈兩次《世界經濟

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最新發佈的

《展望》稱，這場大流行病將以造成失業和破產的形式，

給全球經濟留下顯著傷痕，某些行業在整體上將難以生

存。如旅行和通勤減少、破產增多的現象，將導致「顯著

的產出損失」，即使在疫情緩解後也是如此；而嚴重依賴

旅遊和大宗商品的國家很可能陷入「特別困難的境地」。

IMF表示，由於經濟規模將縮小，因此從中期來看，

稅收收入不足以償還公共債務的風險將會增加—尤其是對

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因為這些經濟體無法以發達經濟體能

夠拿到的那種低利率在金融市場上借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20年全球國內生產

總值（GDP）將下降4.4％，降幅不及6月預測的5.2％那麼

大，但仍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

以來最嚴重的衰退。2021年全球產出將增長5.2％，低於早

些時候估計的5.4％。

中國將是今年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IMF預測，中國將是今年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預測2020年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將增長1.9％，相比

之下中國去年增長了6.1％。IMF表示，2021年中國的增長

將加速至8.2％。IMF首席經濟學家Gita Gopinath表示，中

國的經濟已經超過了其2019年的水平，但歐洲或拉美等受

衝擊更嚴重的地區「要到2023年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

IMF稱，中國將成為第一個復甦的主要經濟體，主要

是因為該國是第一個重新開放的國家。全球對中國醫療用

品和設備的強勁需求推動了中國出口的增長，成為中國經

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力。

多數國家要完全復甦將需要幾年時間

多數發達經濟體和主要新興市場2020年的經濟前景都

出現改善，包括美國、歐元區、巴西和俄羅斯。但印度和

東南亞前景黯淡。

COVID-19將在世界留下持久的經濟傷疤
在2019及2025年間增長預測下降百分比

-14          -12          -10           -8            -6            -4            -2            0
菲律賓
印度
阿根廷
墨西哥
奈及利亞
巴西
澳洲
巴基斯坦
土耳其
沙烏地阿拉伯
馬來西亞
英國
印尼
俄羅斯
南韓
西班牙
義大利
法國
加拿大
美國
德國
日本
中國
台灣

資料來源：IMF       製作：The Financial Times 中文網

增長前景 
對發達經濟體來說，預計在2021年出現的
增長恢復的幅度將小於2020年的衰退。

實際GDP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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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來說，2021年的反彈不足以全部

抵消2020年帶來的破壞。在美國，在2020年預計下滑4.3％

之後，2021年經濟增長率預計為3.1％。歐元區經濟2020年

料萎縮8.3％，2021年預計增長5.2％。日本經濟2020年預

計下滑5.3％，2021年有望反彈2.3％。

這些數字顯示，多數國家要完全復甦將需要幾年時

間，導致「所有國家平均生活水平的預期改善步伐嚴重受

挫」。

疫情後，中國對全球GDP成長貢獻遠超美國

IMF估計中國經濟2021年將以8.2％的速度成長，比4

月時的預測下降了一個百分點；美國經濟將反彈3.1％，

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度為11.6％。IMF研究主管Gita 

Gopinath在報告中寫道：「儘管全球經濟回神，上升的爬

坡路程可能會很長、不均衡、不確定。」

根據報告，在2021年反彈後，中期內全球經濟成長率

將逐步放緩至3.5％左右。除了中國大陸2020年GDP將超過

去年水準外，先進國家與新興市場、開發中經濟體2020年

的GDP料均將低於去年，2021年甚至也可能如此。

根據彭博對國際貨幣基金（IMF）數據的分析，預

期中國大陸2021年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度為26.8％，到

2025年時，貢獻度還會增加到27.7％。這將分別比美國的

占比高出15個和17個百分點。2021年，中國、美國與印

度、德國和印尼將是全球經濟前五大成長引擎。

 

IMF警告：全球經濟恐受疫情永久傷害

隨著2019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在許多國家持

續擴散，受疫情重創的全球經濟只是暫時性復甦，而且復

甦情況不均，還受到「巨大的不確定性」所影響。

國際貨幣基金（IMF）政策制定小組發表聯合聲明，

警告各國除非能獲得進一步的經濟援助，否則可能因這場

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蒙受永久性

的傷害。

IMF政策制定小組表示：「這場危機對全球經濟恐造

成持久性的傷痕，像是生產力成長趨弱、債務負擔變重、

財政脆弱性增加，以及貧窮和不平等情況提升。」

IMF在公報中承諾將支持「最脆弱的國家與人民」。

20國集團（G20）同意讓貧窮債務國再延長6個月緩償債

款，這項措施受到IMF支持。國際援助組織表示，富國不

該僅僅是暫緩債務償還，還必須免除高比例債務，這些債

務讓窮國在疫情期間，無法投入有限資源到醫療和其他急

迫性需求。

疫情促使1億以上人口陷入極

端貧窮

世界銀行（World Bank）則預

估，這場疫情可能另外使1億1400萬

人陷入極端貧窮，亦即每天生活費低

於1.9美元。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

（David Malpass）表示，此次疫情危

機也是一場經濟不平等的大流行。

IMF也表示：「極端貧困的發生

率不僅將在20多年來首次上升，而且

不平等現象也將加劇，因為這場危機

對女性、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員和教育

程度相對較低的人造成了更大程度的

影響。」華

後疫情時代預估2021年全球經濟成長貢獻度
15個經濟體將於2021年度貢獻全球74%的經濟成長

美國 11.6% 印度 10.2%

俄羅斯
2.1%

法國
2.6%

義大利
1.9%

德國
3.0%

印尼
2.9%

其他經濟體總和
25.6%

中國
26.8%

加拿大
1.4%

資料來源：彭博社依據IMF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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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西班牙
1.8%

英國
2.6%

日本
2.6%

墨西哥
1.5%

巴西
1.6%



6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6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極端高溫讓全球20％土地變沙漠
見證「氣候難民大遷徙」
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長期追蹤，目前像撒哈拉沙漠這種幾乎不能住人的

「炎熱區域」佔世界面積1％，但到2070年，這些區域將擴張為19％。在未來50年，氣溫飆升的速
度將超越過去6千年氣溫上升的速度。

疫
情間經濟活動停擺，世界各地出現水域變清澈、空

氣汙染降低、保育動物現蹤等生態復甦現象，短短

幾個月讓人眼見為憑：人類的活動，對環境影響有多大。

但封城逆轉不了氣候暖化。各地都出現極端高溫，7

月26日，過去氣溫通常只有5到8度的挪威北極圈的斯瓦巴

（Svalbard）群島氣溫創下歷史新高，達21.7度。美國國家

海洋暨大氣總署預測，2020年有75％的機率會打破測量以

來的紀錄，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

50年內世界20％土地變「撒哈拉」，數百萬人

淪氣候難民

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長期追

蹤，目前像撒哈拉沙漠這種幾乎不能住人的「炎熱區域」

佔世界面積1％，但到2070年，這些區域將擴張為19％。

在未來50年，氣溫飆升的速度將超越過去6千年氣溫上升

的速度。這些地區橫跨中美洲、蘇丹、湄公河三角洲——

數百萬人即將、或是正在面臨殘忍的二選一：離開或死

亡。這些氣候難民一旦被迫離開家鄉，將成為歷史上最大

的全球移民潮。

世界各地許多人因為乾旱、洪水或是海平面上升，紛

紛逃離。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超過800萬南亞居

民已前往中東、歐洲和南美；非洲薩赫勒（Sahel）地區數

百萬農村人口也正在湧向沿海和都市。

氣候移民造成世界人口重分配

數以百萬計龐大的移民人潮，將造成世界人口重分

配。以中美洲來說，如果最壞的氣候情況發生，超過3,000

萬移民將在未來30年前往美國邊境。

《紐約時報》指出，氣候難民有兩個遷徙階段，稱為

「逐步移民」。首先，他們會前往國內的大城鎮或都市，

因為需要面對的改變較小。一旦國內都市無法滿足他們的

需求，他們才會決定承擔文化與政治的風險，前往其他國

家。這將造成氣候難民大量移入都市。但都市基礎設施、

資源和服務不足，容納不了這麼多外來人口，導致移民聚

集在「都市貧民窟」中，進而催生混亂與極端主義。世界

銀行預估，未來10年，10位都市居民中，就有4位住在貧

民窟裡。聯合國也警告，被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國家很可

能在國家陷入戰爭時倒台。

但氣候難民移往已開發國家同樣也造成困境。2018

年，美國拒絕加入其他164個國家、簽署全球移民公

約——第一個肯認氣候變遷是造成移民行為的協議。如同

美國這樣的反移民行動將讓這些氣候難民被迫滯留在自己

的國家，忍受資源不足導致的窮困。

另一些國家則把移民視為機會，例如墨西哥總統羅培

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承諾移民將

獲得工作許可和臨時工作，藉此致力向世界展示，墨西哥

是美國「圍牆」外的良好替代選項。然而，現在墨西哥國

內也開始出現反對聲浪，認為移民是「經濟寄生蟲」。

已開發國家行動成重點

已開發國家的行動將是關鍵。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可

以資助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幫助他們把農業和水利基礎

設施現代化。例如，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U.N. World 

Food Programme）在薩爾瓦多建造灌溉溫室，已大大減少

了農作物的損失並提高農民收入。這雖然無法逆轉氣候變

遷，但可以替這些脆弱的人群爭取到一些時間。華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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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尼泊爾在2020年12月聯合發布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藏語：qomolangma，簡稱珠
峰或稱聖母峰，英語：Mount Everest）的最新「身高」為8848.86公尺。這是時隔15年後，中國再
度完成珠穆朗瑪峰的高度測量，並宣稱這是有史以來測得最精準的高度。

中尼共同宣布
珠穆朗瑪峰8848.86公尺

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0年12月8日與尼泊爾總理

班達里互致信函，共同向全世界宣布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朗瑪峰最新高程為8848.86公尺。習近平表示，一年

多以來兩國克服種種困難，最終確定了全球高程基準的峰

珠穆朗瑪峰雪面高程。

中國早於300年前即進行探測珠峰高度

早在300多年前，中國人就邁出了探求珠峰高度的步

伐。公元1715年前後，康熙年間，清政府即從北京派人專

程進入西藏測繪地圖。在《皇輿全覽圖》中，珠峰以山形

符號標出，定名為「朱母郎馬阿林」。19世紀中葉開始，

英屬印度測量局等分別對珠峰高度進行過測量。1975年和

2005年，中國兩次測定並公布珠峰高程。

2005年，中國公布珠穆朗瑪峰的「岩石面海拔高度」

為8844.43公尺，比1975年首度測得的8848.13公尺，要矮

了3.7公尺，因為2005年測量並未加入峰頂的雪面高度。

此前，喜馬拉雅山這座世界第一高峰的高度，世界多沿用

英國殖民時代印度調查局測得的8848公尺。

依據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研究員、2020珠峰高程測量

技術協調組組長黨亞民指出，大約從3800萬年前開始，由

於印度次大陸與亞洲大陸的碰撞，喜馬拉雅山從一片汪洋

大海中逐漸升起。喜馬拉雅山達到現在的高

度，還是最近400萬年以來快速上

升的結果，珠穆朗瑪峰就是在這一上升過程中上升得最快

的山峰。

他說，由於歐亞板塊與印度洋板塊的碰撞，到現在為

止，珠穆朗瑪峰的整體趨勢還是在持續上升。但遇到大的

地震，珠穆朗瑪峰也會突然下降，例如1934年尼泊爾一次

大地震，珠峰高度一下子降低了60多公厘。

這是有史以來測得最精準的高度

中國在2020年4月30日第3度啟動珠峰高度測量，並於

5月27日成功登頂完成測量。測量時，綜合運用了GNSS衛

星測量、精密水準測量、光電測距、雪深雷達測量、重力

測量、天文測量、衛星遙感、似大地水準面等多種傳統和

現代測繪技術，精確測定珠峰高度。在2020年5月27日完

成測量後，最終的珠峰高度，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料處理和

反覆檢核計算，所以至12月才正式公布。中國表示，這是

有史以來測得最精準的高度。

珠峰需要10至15年定期測量

珠峰的造山運動仍然在持續，喜馬拉雅山不斷在隆

升，珠峰整體向北京方向每年移動約3公分。在垂直方

向，珠峰地區每年隆升約0.4公分。因此，專家認為，珠

峰需要定期測量，理論上10至15年重測一次比較理

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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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2020年11月24日，於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探月工程「嫦
娥五號」探測器。嫦娥五號探測器降落在月面西側、存有上億年玄武岩「風暴洋」（Oceanus 
Procellarum）的高火山呂姆克山（Mons Rümker），挖掘地面2.1公尺深，蒐集約2公斤月球土壤樣
品後，嫦娥五號返回器在12日17日凌晨成功降落在內蒙古著陸點。

嫦娥五號‧中國開啟月球採樣之旅

中
國自2004年啟動至今的探月工程，展開最後收官

任務。2020年11月24日在海南省文昌航天發射場，

「嫦娥五號」無人探測器由「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發射升

空，前進從未有探測器抵達的月球其他區域，蒐集一抔土

帶回地球。嫦娥五號在月球上待「1個月球日」（即地球

約14天時間）後，嫦娥五號返回器在12日17日凌晨成功降

落在內蒙古著陸點。

第三個取得月球樣本的國家

嫦娥五號不僅擔負中國首度月球採樣的歷史使命，也

承擔人類44年來首度更新月球土壤樣本的責任。這是全球

1970年代以來的首次嘗試。40多年前，美國和蘇聯把月球

岩石和「土壤」帶回地球分析。嫦娥五號的任務是一項極

其複雜的工程，也因此讓中國成為繼美國和前蘇聯之後，

第三個取得月球樣本的國家。

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這趟任務將完成四個第一次。首

次在月球表面自動採樣；首次從月球表面起飛；首次在38

萬公里外的月球軌道進行無人交會對接；首次帶月壤以接

近第二宇宙速度（second cosmic velocity，擺脫地球引力束

縛的最小初始速度）返回地球。這次嫦娥五號計劃實現月

面自動採樣返回，將是中國航天領域迄今最複雜、難度最

大的一次任務。

確認月球地質演化與火山活動年代

嫦娥五號主要任務是開展著陸點區域形貌探測和地質

背景勘察，獲取與

月球樣品相 關的現場分析

數據，建立現場探測數 據與實驗

室分析數據之間的聯繫；對月球樣 品 進 行

系統、長期的實驗室研究，分析月壤結構、物理特性、物

質組成，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歷史的研究。

月球土壤，是研究月球的樣本，由月球岩石在遭受隕

石撞擊、太陽風轟擊和宇宙射線輻射等空間風化作用後形

成，其中有大量的月球岩石碎塊、礦物及隕石等物質。美

國里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天文物理專家辛

格（Jack Singal）表示，這項任務若成功，將使科學家能

夠直接透過樣本，確認月球地質演化與火山活動的年代；

而嫦娥五號帶回的岩石還可以校準隕石坑定年的方法，協

助科學家辨別月球其餘表面和整個太陽系行星、衛星和小

行星地質表面年齡。

中國雄心勃勃的太空計畫：建立月球基地

中國自2004年1月啟動探月工程以來，已連續成功實

施嫦娥一號、嫦娥二號、嫦娥三號、再入返回飛行試驗和

嫦娥四號等五次任務。

2008年11月12日，嫦娥一號拍攝的全月球影像圖發

布，之後嫦娥二號首次實現中國對小行星的飛越探測，嫦

娥三號成功實現落月，嫦娥四號完成人類首次月背軟著

陸，16年來中國大陸一直穩步推進探月任務。這次嫦娥五

號計劃實現月面自動採樣返回，將是中國航天領域迄今最

複雜、難度最大的一次任務。

中國近年積極推展太空事業，挑戰美國、俄羅斯數十

年來的霸主地位。2019年1月中國「嫦娥四號」成功在月

球背面著陸，創下新猷，其雄心勃勃的太空計畫不會僅

止於登月採壤，北京已策劃於2030年前在月球建成研究基

地，使人類能在月球長期駐留。

此外中國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2020年7月發射，

作為中國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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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在2020年10月宣布，與包含美國在內的8個國家簽署《阿提
米絲協議》（Artemis Accords），希望各國能就未來探測月球表面的做法達成共識。

NASA與八國簽署月球《阿提米絲協議》
建立安全區共同開發

全
球目前有能力發射火箭的國家超過十個；有潛力的

國家如韓國、巴西等逐漸提升技術，不乏成為太空

國的可能。尚未有能力發射火箭的國家，也可委託他國或

私人企業，現在至少有80個國家有衛星，各國對探索太空

的想像空間，已達巔峰。

八國家簽署《阿提米絲協議》‧就探測月球達成共識

2020年10月，NASA宣布與包含美國在內的8國簽署

《阿提米絲協議》（Artemis Accords），希望各國能就未

來探測月球表面的做法達成共識。除了美國，簽署的7個

國家包含澳洲、加拿大、日本、盧森堡、義大利、英國和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NASA也已和其他有意簽署的國家進

行交流，年底前可能還有更多國家會簽署協議。這份最早

的名單中並沒有俄羅斯及中國，前者是NASA在太空飛行

和國際太空站方面最大合作夥伴，後者則在近年持續展現

出前進太空的野心。據了解，協議簽署國之所以不包含中

國，是因為美國國會對NASA與中國合作設有諸多限制，

至於俄羅斯，則單純是因為該國對協議內容不感興趣。

「宇宙太空」將成為大國新戰場

《阿提米絲協議》源自 NASA的「阿提米絲登月計

畫」（Artemis program），該計畫目標在整合美國政府與

私人企業的資源，預計在2024年將第一名女太空人送上月

球、2028年在月球上建立可持續讓人類存在的基地，就此

開啟「月球經濟」的紀元。

但阿提米絲計畫將耗資200到300億美元，美國希望能

和他國共襄盛舉。日本有足夠的能力與財力，也非常熱衷

進行探月任務；盧森堡也是探索太空最熱心的國家之一，

除了投資小行星採礦初創公司，也像美國般推出國內法規

範太空行為。澳洲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積極發展太空事

業，後者最近更加入火星探索行列；義大利、英國和加拿

大也十分著重太空製造業。對這些國家來說，參與阿提米

絲協議，更象徵建立太空聯盟之始。

概述未來探月原則的國際性協議

NASA表示，阿提米絲協議列出10項原則，強化並落

實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簽署

國承諾透明進行和平探索、製造每個成員國都能操作的硬

體系統、登錄送上太空的物體等。

綜合外媒報導，「阿提米絲協議」企圖為未來月球探

索建立長期標準，在月球基地建立安全區，共同發展機器

人和開採月球資源，避免未來各國在月球發生衝突，同時

也允許私人企業擁有他們開採的月球資源，這是概述未來

探月原則的國際性協議。目前的協議基本上與1967年的聯

合國《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 OST）一致，該

條約指明，「不得通過提出主權要求，使用、佔領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把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的外層空間據為己

有」，試圖建立人類理史上最廣泛、最大的太空聯盟。

預防大國在太空發生衝突

目前許多國家將月球視為「戰略資產」，而月球深具

長期科學研究的價值，或許將使未來火星任務成為可能。

由於《阿提米絲協議》只是一項約定，沒有任何明確的執

行機制與後果，因此國家即使在簽署後違反規定，理論上

也沒有後果會產生。因此，如何預防大國在太空發生衝

突，才是當務之急。華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中國發布《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畫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
「十四五」（2021∼2025）規畫出經濟藍圖。關鍵字為「雙循環」、「科技」及「品質」，即國內
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十四五拚科技自主，砸1.4兆美元研發第三代半導體；2035
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十四五規畫」對全球的可能衝擊，不可輕忽。

中國十四五計畫
強調科技自立自強

中
共十九屆五中全會2020年10月底發布《關於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畫和2035年遠景

目標的建議》，為「十四五」（2021∼2025）規畫出經濟

藍圖。全會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

目標，即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

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

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與過去不同的是，此次更弱化GDP成長數字的重要

性，除強調已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外，更要在「品質效益

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並追求如國

內市場更強大、經濟結構更優化，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

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此外，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

發展的戰略支撐。著眼擴大內需，促進國內國際「雙循

環」。宣示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科技自立

自強」，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十四五」規畫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全文，包括更具

體的經濟和社會目標，預計將在2021年3月份中國召開一

年一度的人大會議時公布。

從《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畫

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目前已知的規畫框架來看，有

三個關鍵字：「雙循環」、「科技」以及「品質」。

雙循環：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預料將成為「十四五」規畫框架的關鍵戰

略，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也各自做出布局。2020年7∼8

月間，十四五規畫逐步成形的同時，中國高層在各種場合

頻繁提及「雙循環」，也就是「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就是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讓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聯通，內外需相互促

進，綜合發力，「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

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在國內經濟大循環

中，供給端包含新基建與新型城鎮化，需求端為消費升

級，出口轉內銷；而國內國際雙循環，包含產業鏈要高級

化與現代化，開放市場要依靠自由開放與一帶一路。此

外，也將擴大外資對中國市場的准入範圍。

科技：十四五拚科技自主

五中全會公佈內容表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

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

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

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

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中與科技界就十四五規畫座

談時指出，中國雖是製造大國，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他要求對「屬於戰略性、需要久久為功的技術」要提

前部署。因此，十四五規畫重點布局就在被「卡脖子」的

高科技產業，強調「科技自立自強」以應對歐美科技制裁

的強勢打壓。據指出，新五年計畫預料著重在科技創新、

倚重內部經濟和加強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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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四五規畫將大力發展第三代半導體，專家稱，

將豪擲起碼1.4兆美元，以GDP的九分之一規模，投入第

三代半導體的研發，砸出自主的晶片全產業鏈。有分析指

出，中國高調部署戰略性技術，意在降低國際制裁帶來的

衝擊，力拚經濟在未來十年內超越美國。

品質：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在以往的中長期戰略中，中國會大致提供一個隱含

經濟增速目標，比如說十三五規劃中的「人均收入翻一

番」，可以大致測算出2015年到2020年的經濟增速隱含目

標在6.5％。在五中全會的公告中，僅僅給出了一個2035

年的長期目標，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

準，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這縮短了已故最高領導人鄧

小平1987年提出的時間框架，當時的計劃是到2050年實現

該目標。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2019年中國人均

GDP為10,262美元。中國經濟學家表示，要實現這雄心壯

志，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需要提升至當前水平的三倍，

即人均GDP需達到約每年3萬美元。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這介於韓國和西班牙2019年人均GDP水平之

間，這兩國的數字分別為31,762美元和29,614美元。

十三五成果：成功脫貧、創新能力排名升至第14位
十三五規畫2020年為收官之年，估計全年國內生產

總值可望突破百兆人民幣大關，同時十四五規畫也將從

十三五扶貧攻堅轉向追求高品質生活。

回顧「十三五計劃」，核心主軸在於經濟發展與脫

貧。事實上，至2019年為止，中國人均GDP已突破1萬美

元，躋身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並有高達5,575萬農村貧困人

口成功脫貧，達成十三五計劃的「小康社會」目標。

此外，「十三五」期間，中國大陸持續擴大基礎研究

支持，突出「從0到1」的原始創新，包含如量子反常霍爾

效應、鐵基高溫超導、克隆猴等重大成果顯現，被引論文

數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國內發明專利授權量位居世界首位

等。

5G加速發展、航太科技水準不斷提升。回顧過去5

年，中國大陸科技進步貢獻率從55.3％提升到59.5％，在

全球131個經濟體創新能力排名中升至第14位，讓創新正

在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十四五規畫」對全球的可能衝擊 不容輕忽

過去幾十年來的「五年規畫」已協助農業及傳統

工業蓬勃發展，但未特別強調科技。從「十二五規

畫」（2011∼2015年）開始，經濟成長組合已經改變；

「十三五規畫」中，提到「創新」這個字眼超過200次，

並推動「中國製造2025」，重視高階製造、大數據、智慧

電網及網路安全，這也成為中美貿易衝突的膠著點。因

此，「十四五規畫」將重視產品鏈的提升，這將使全球相

同領域的競爭者憂心忡忡。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學者姜緯與波士頓學院學者佛斯

2020年4月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在推行產業政策與

五年規畫配套後，將對目標產業的成長造成震撼，無論是

在中國大陸內部、還是國際。研究分析顯示，以往每當

中國宣布新的五年規畫後，相較於非目標產業，「目標產

業」的企業數目平均增加了30％，而美國相同產業的就業

率則分別下降5％及提高7％。

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John Ross說，

「十四五」規畫不僅對中國大陸，對全球都具有里程碑意

義。據國際貨幣基金預計2020至2021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

長將占全球經濟增長60％，新的5年規畫也代表著一個根

本性的轉變。華

十四五規畫和2035年遠景目標

十四五時期目標
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社會文明程度、生
態文明建設、民生福祉、國家治理效能等
取得新成效、新水平與新提升

2035年遠景目標
要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法治國家、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

科技自立自強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
新能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速現代
服務業、加快數字化發展，以及暢通大陸
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十四五」規畫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全文，包括更具體的經
濟和社會目標，將在2021年3月份中國召開一年一度的人大會
議時公布。



亞
太15國在2020年11月15日，於東南亞國協峰會簽署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涵蓋東協10國（汶

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

加坡、泰國、越南）、中日韓及紐澳等5國的全球最大自

貿區就此誕生，關稅廢除率達91％。

中日韓聚集的第一份貿易協定

RCEP談判於2012年11月正式啟動，主要透過削減

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涵蓋16國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但由於印度國內擔憂中國產品低價傾銷，導致

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嚴重惡化，於是在2019年11月宣布

退出RCEP。目前15個成員國涵蓋約22億人口，覆蓋全球

總人口的三成，經濟總量高達26兆美元，各國國內生產毛

額（GDP）總和、貿易額皆占全球約三分之一，不僅是近

年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成員國更包含全球

第二及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與日本。它是將中國、日本和

韓國彙聚在一起的第一份貿易協定。

經濟學家們表示，將中國、日本和韓國彙集到一起的

首份貿易協定，到2030年有望每年為全球經濟增加近2000

億美元。根據佩特里教授（Peter Petri）以及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經濟學教授邁克

爾•普拉默（Michael Plummer）的估算，預計到2030年，

RCEP將使全球GDP每年增加1860億美元（而CPTPP則增

加了1470億美元），使其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加0.2％，並表示這對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利益將非常龐

大。

RCEP協定重要內容 
RCEP主要的目標是整合現有的ASEAN+1FTA，並加

入新的監管規則，如電子商務、電信服務等面向，為亞太

諸國建立統一的貿易規則。

即RCEP是以ASEAN（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為中心，將東協－中

國（ACFTA，2004年生效）、東協－南韓（AKFTA，2007

年生效）、東協－日本（AJFTA，2008年生效），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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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八年漫長談判，亞太15國在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RCEP跨15國，22億人口，生產總額達26兆美元，約全球3成的GDP和貿易量，成為全
球規模最大的超級經濟圈。預料，RCEP將振興因中美貿易衝突與疫情重挫與枯竭的亞太區域經濟，
也將首度促成中日韓市場開放，開啟東北亞與東南亞經濟整合的新時代。未來，東協與中日韓間經

濟合作將更加深化。

全球最大的超級經濟圈
正式簽訂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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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澳洲－紐西蘭（AANZFTA，2010年生效），中韓FTA

也在2015年生效，匯集成新的建制，創造更大的經濟效

益。因此加入RCEP的重點不是有更多的關稅減免，而是

期待結合現有的協議，讓幾個亞洲國家更接近，建立像是

歐盟或者是北美的區域整合。

根據RCEP規定，協定生效時間，需15個成員中至少

九個成員批准（包括6個東協國家） ，可望於未來兩年內

正式生效。協定生效後，未來區域內將超過九成的貨物貿

易零關稅。而成員之間的關稅減讓，以「立即降至零關

稅」「十年內降至零關稅」的承諾為主，並開放服務業、

鬆綁專業人士進出。

RCEP採用區域原產地累積規則，支持區域產業鏈供

應鏈發展；採用新技術推動海關便利化，促進新型跨境物

流發展；採用負面清單作出投資准入承諾，大大提升投資

政策的透明度；協定還納入了高水平的知識產權、電子

商務章節，適應數位經濟時代的需要。三分之二的東協經

濟體，加上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都是倚賴出口的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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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重要內容

主要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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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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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

涵蓋全球約30％的經濟產值與貿易額，將型
塑亞洲貿易的未來樣貌，有助企業整合複雜
的供應鏈，且是中日韓首個自貿協定，象徵
亞洲朝一體化貿易區邁進，也將牽動中美在
亞洲的貿易影響力消長。

最大受惠者
日本與南韓預估將是最大贏家。以產值看，
南韓電子業、泰國營建業、新加坡及馬來西
亞的加工食品業、老撾製造業都將受惠。

生效

待各國會批准，將在至少6個東協成員國批
准、及至少3個夥伴國批准後生效，各國希
望在未來2年內走完程序，預料最快2021年
中便可生效。

$30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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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東盟數據缺少緬甸          數據來源：FactSet

有原產地證書，讓亞洲供應鏈更容易管理

簽署RCEP將確保環太平洋上的亞洲經濟體持續維持

開放。但最大的優勢或許是，出口商只需要一份原產地證

書就可以與該協議中的任何或所有其他成員國進行貿易。

佩特里（Peter Petri）和普拉默（Michael Plummer）在為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撰寫的文章表明，這比亞洲現有的幾項貿易

協議的規則簡單，對跨國公司來說，亞洲內部的供應鏈將

變得更容易管理，同時這也將吸引那些正考慮在哪裡運營

的跨國公司。RCEP降低貿易壁壘，會促使一些原本想避

開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大陸產品徵收高關稅的全球企

業，繼續在亞洲營運，不必轉移到北美，「RCEP讓外國

企業有更多彈性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穿梭」。

協定所謂的原產地規則，將為一種產品的多大部分必

須在該區域內生產，才能讓最終產品有資格享受免稅待遇

設定共同標準。這些規則可以讓公司更容易建立跨越幾個

不同國家的供應鏈。

「RCEP是亞太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一大步，」

IHS Markit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比斯瓦斯（Rajiv Biswas）認

為，「透過建立原產地的共同框架，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服務貿易和減少投資障礙，RCEP大大擴展了貿易和

投資自由化的範圍。」

中國與東協已互為最大貿易夥伴

中美貿易戰相互角力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減

少，而15國共同簽署RCEP，在亞太地區移除貿易壁壘，



並創造單一整合市場等，將使中國加速整合亞太區域，更

進一步爭取到新市場，以轉移原先對美出口的損失。

《紐約時報》報導則指出，雖然RCEP改變現狀的範

圍有限，卻象徵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影響力逐步增加，並

進一步鞏固中國作為區域最重要經濟強權的形象。

近年來，中國與東協國家經貿關係越走越近，根據中

國海關資料顯示，2020年前8月，中國與東協的貿易總額

為2.93兆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年增7％，占中國對外

貿易總額的14.6％，東協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別為歐盟和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總額

分別為2.81兆元和2.42兆元。這是東協首次超過歐盟和美

國，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是東

協的最大貿易夥伴。

這象徵中國擴大亞洲貿易影響力的雄心得以落實，

成為亞洲更重要的強權。中國大陸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

指出，透過RCEP新建立中日自貿關係，中國與其他RCEP

成員貿易總額達1兆550億美元，約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

的1/3。現在透過RCEP新建立了中日自貿關係，中國與自

貿夥伴的貿易占全部貿易覆蓋率將由目前的27％提升到

35％。RCEP的達成將有助於擴大中國出口市場空間，滿

足國內進口消費需要，加強區域產業鏈供應鏈，有利於穩

外貿、穩外資。

RCEP對中國是一大利多，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

伴正是中國，RCEP的簽訂可望進一步帶動其經濟。英國

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主任華德表示：

「協定增加中國在這個區域的優勢及話語權。」

有助日本企業擴大出口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RCEP預料可以廢除出口到中國

及韓國的8到9成工業產品關稅，對日本來說，RCEP是首

個與最大貿易國中國、第三大貿易國韓國間的自由貿易框

架，有助日本企業擴大出口。只有透過多邊結盟，才能夠

淡化日本與中國、韓國彼此供應鏈唇齒相依，卻避不交流

的現實。日本近年來陸續簽署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跟歐盟的經濟合作協定（EPA）等大型自由

貿易協定（FTA）；如果加上RCEP及其他正在洽談中的

協定，日本貿易總額中有高達86.1％部分被涵蓋進EPA或

FTA，讓日本持續邁向貿易自由化。

「對日本真正有利的，就是具有高競爭力的工業製

品。實際上，日本向中國輸出工業製品中，總金額的3分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對日本來說，RCEP是首個與最大貿易國中國、第三大貿易國韓國間的自由貿易框架，有助日本企業擴大出口。只有透過多邊結盟，才能夠淡化日
本與中國、韓國彼此供應鏈唇齒相依，卻避不交流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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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2都需要關稅，向韓國更有近8成被課關稅。RCEP尤其

對中小企業意義重大，」瑞穗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菅原

淳一表示。

據日本政府的說法，該協議將大幅降低日本與很多最

大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壁壘，其向韓國出口的商品中，有

86％將豁免關稅，當前的比率則是19％，向中國出口的商

品中，豁免關稅的比率將從8％提高到86％。

印度擔憂對中貿易逆差惡化而退出

根據印度外交部的稿件指出，印度與東協的戰略夥伴

關係建立在雙方共同豐富的歷史、地理和文化遺產基礎

上，東協從一開始就是印度「東進」（Act East）政策的中

心。東協的印太展望（Outlook on Indo Pacific）與印度的印

太倡議（Indo 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足夠緊密。

印度與東協國家、日本和韓國都簽有雙邊自由貿易

協定（FTA）或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但執行一段時間後經過

檢討，發現當初設想對印度的好處都沒有發生，反而與印

度簽有上述協定的國家擴大了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印度

過去認為自身具有很強競爭力的銀行、服務業和軟體與網

路創新行業，面對跨國企業和先進國家企業時，很快把市

場拱手讓人，更別說印度原本競爭力就較弱的其他領域。

印度農業、製造業大量依賴人力，與東南亞國協

（ASEAN）大部分國家重疊性極高，印度也擔心一旦加

入RCEP，連澳洲、紐西蘭的低價牛奶等乳製品都會如潮

水般進口，重創印度酪農業，更別提中國大量低價消費性

商品全面占據印度中低階消費市場。只要任何一項發生，

都可能打擊印度本土產業讓印度經濟停滯。

此外，印度過去10年與中國出現高達500億美元的貿

易逆差，但中國對印度投資僅80億美元，RCEP提供中國

一個規避原產地的機會，一旦印度加入RCEP，將對印度

脆弱的經濟造成莫大衝擊。因此，印度2019年在談判時，

曾提議RCEP中應放入讓成員國可因本國市場出現被傾銷

等緊急防衛需要時，啟動貿易壁壘；但這項提案並未被多

數參與國接受，導致原本主張加入RCEP的莫迪政府承受

巨大反對壓力，最終宣布退出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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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莫迪因應新冠肺炎衝擊提出「印度自力更生」

特別經濟計畫，目的就是要印度擺脫對外國進口商品的

依賴，強化政府和民間採購本國製造商品，同時搭配投資

獎勵方案，放寬外國直接投資相關規定，趁著全球供應鏈

可能重組，吸引更多外資投入印度製造業，打造印度取代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環境。因此，在製造業尚未按照莫迪

政府規劃蓬勃發展，有能力出口賺取外匯之際，印度現在

不僅暫緩、拖延正在談判的雙邊貿易協定，更不可能和

其他國家展開新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或重新考慮加入

RCEP。RCEP原則上在一定的期間不同意新會員加入，但

特別文件將明載把印度列為例外。

RCEP被批評為低質量FTA，遠不及CPTPP
與CPTPP相比，RCEP的貿易協議較弱。諮詢公司

Capital Economics亞洲經濟學家Gareth Leather表示，例如，

原本東協之間70％的貿易就是零關稅進行，而RCEP的額

外關稅削減，只會逐步生效，同時，協議距離全面實施還

需要很多年。

RCEP為了滿足成員國多樣化的需求，只能採取符合

最低共識的條款。RCEP也被批評為低質量的FTA，遠不及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是因為採取

較後者更傳統的途徑，也就是使用WTO標準來打造協定，

因此更為寬鬆。

▲印度過去認為自身具有很強競爭力的銀行、服務業和軟體與網路創新

行業，面對跨國企業和先進國家企業時，很快把市場拱手讓人，更別說

印度原本競爭力就較弱的其他領域。



FTA最基本的目標乃是放寬商品進出口和取消貿易壁

壘，RCEP的關稅削減率為91％，而CPTPP和美墨加自貿

協定（USMCA）幾乎是100％。另外從內容也可了解，

RCEP只有20章，少於CPTPP的30章和USMCA的34章，不

僅缺乏廣度，還缺乏相關協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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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CPTPP和USMCA都有規範國有企業的專章，

RCEP則沒有，明顯就是為了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家

設事。這些後共國家都有強大的國有企業，在某些領域享

受著不公平的補助與特殊待遇，若是要以先進國家的標準

處理，它們可能都無法順利進入RCEP。

有些章節更是無法解決日

後可能面臨的爭議，像是電子

商務。RCEP沒有禁止數據本地

化或避免阻擋跨境數據流的條

款，以防止個別國家限制資訊

流通。但中國、印尼等都有以

安全為名的數據本地化法律，

將來必定會形成RCEP成員拓展

跨境電子商務的障礙。

另外，RCEP也不像跨太平

洋伙伴關係協定（TPP），在知

識產權、國有企業、勞工、環

境等方面制定高標 。TPP之所

以稱得上一軍，關鍵在於它是

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只

關稅自由化程度高，更降低非

關稅壁壘，涵蓋的規則繁多又

嚴格，包括減少對國有企業的

優待等議題，已經超越商品貿

易，向更深的經濟層次開放。

RCEP與CPTPP的競合

關係

在RCEP簽署前，全球主要

的區域性自貿區包括，美加墨

自由貿易區（USMCA）、歐

盟（EU）、以及同樣覆蓋廣泛

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CPTPP）」。而RCEP簽訂

後，則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

貿易協定。

RCEP與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CPTPP   ■RCEP    ■RCEP＋CPTPP



RCEP作為目前為止最大的巨型FTA，不只讓東亞經濟

整合更緊密，也將強化中國影響力，並與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進步協定（CPTPP）產生競合關係。

RCEP於2012年11月啟動時，美國總統歐巴馬正籌組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TPP協定比RCEP覆蓋的範圍更廣，曾被廣泛視

為美國對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回應。但

特朗普於2017年退出，TPP中的其餘11個國家繼續重新談

判，並於2018年簽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議

（CPTPP）》。

目前，亞太地區最大的兩個經濟整合體是「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CPTPP）。面對中日韓澳紐及東協10國等15

國簽署的RCEP，這個由中國主導的全球規模最大自由貿

易協定簽定生效後，象徵亞洲朝向區域貿易一體化邁進，

也被視為中國擴大亞洲影響力之舉，將對美國總統當選人

拜登的亞洲政策造成壓力，促使拜登需更重視東南亞，以

尋求面對中國崛起的態勢。

拜登政府上任後短期內重回CPTPP的機會甚渺，預

料，拜登政府將在歐巴馬時代已與東協國家建立的機制

之下，如自2012年起定期召開「東協─美國領袖會議」，

2015年與東協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及已與東協十個國家

簽署「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等奠定的基礎，積

極推動與東協各項實質合作。

然而，中國繼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 C E P）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

（APEC）上首度表態，中國希望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有分析稱，中國藉此展

現成為區域經濟領導者、把美國排除在亞太地區之外的

決心。華盛頓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Bonnie 

Glaser表示，這顯示中國透過表達欲加入CPTPP的意願，

尋求增強其在區域經濟中的作用。

強權對立恐是東南亞面臨的挑戰

東南亞似乎會是中美兩大強權的下個目標。正如，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第37屆東協峰會開幕時表示，中美關係

緊張使區域面臨更多壓力，並考驗東協中心地位及團結；

強權對立恐是東南亞未來面臨的挑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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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與CPTPP的比較

RCEP TPP/CPTPP

16國/印度2019年11月退出 談判國家 12國/美國2017年1月退出

15國（�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
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中
國、日本、韓國及紐西蘭、澳洲）

國家
11國（�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汶
萊、墨西哥、智利及秘魯）

2020年11月15日
RCEP領袖會議

簽署日期
2018年3月8日
APEC領袖會議

預計2021年生效 生效日期 2018年12月30日

22.5兆美元（30.4％） GDP 13.5兆美元（13.4％）

6.547兆美元（28.7％） 貿易總額與全球佔比 8.728兆美元（26.3％）

22億人口 涵蓋人口 5億人口

最終消除92％～100％ 關稅減讓 最終消除99％以上

無相關章節或規定 差異內容
勞工、環境、國營事業、發展議題、透明
化與反貪腐、法櫃、投資爭段解決機制

（ISDS）

香港 表態參與會員 英國、泰國、台灣

資料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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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聯合國預估，2050年，全球有三分之二，也就是有近70億的人口將居住於城市，為有

效舒緩人口快速集中帶來的衝擊，各國政府皆積極打造智慧城市。根據Frost & Sullivan

國際著名的市場智庫公司預估，新冠肺炎疫情不僅造成全球企業、人們的生活發生重大的

變化，更直接成為智慧城市加速發展的推手，全球智慧城市產值到2025年，將達到2.46兆

美元的市場規模。麥肯錫全球報告也預估，至2025 年全球物聯網將創造3.9兆至 11.1兆

美元的產值。智慧城市的商機以及未來發展性，不容忽視。

智慧城市的概念自2008年提出以來，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並持續引發了全球智慧

城市的發展熱潮。智慧城市已經成為推進全球城鎮化、提升城市治理水準、提高公共服務

品質、發展數位經濟的戰略選擇。

智慧城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狀況都能有妥善的

照顧。所以人的需求在哪裡，智慧應用就在那裡，而城市正是創新科技最佳的試驗場。

正如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中心主任布里斯（Arturo Bris）表示：「世界上的

『智慧城市』不只是採用新科技，而且確保它們確實會改善民眾的生活。」因此，確保科

技落實於生活中，以人為本，才是建構「智慧城市」的基本。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智
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最早源於IBM在2008年

提出的「智慧星球」概念，而該計劃中的一個項目

叫做「更智慧的城市」，這是「智慧城市」的概念首次被

提出。所謂的「智慧」就是透過新一代的資訊科技，充分

運用在各行各業之中，例如：整合物聯網（IoT）、邊緣/

雲端運算、5G通訊、智慧型終端、AI人工智慧等，應用到

城市中的電力系統、自來水系統、交通系統、建築物和油

氣管道、工廠、辦公室及居家生活等生產或生活系統的各

種物件中，將我們的感知與所有設備系統形成經濟，並創

造有效互動，讓人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效率及生活品質。

智慧城市應用崛起

不斷增長的都市人口，面臨資源緊張、電力短缺、供

水不足、政行政效率低落、建設不足、交通亂象、污染

等問題，這些超大城市要如何應變以支持人口的大規模

增長？答案就在利用區塊鏈、物聯網與 AI 等科技智慧規

劃，可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形塑智慧城市的關鍵指標：

公共服務、基礎建設、交通運輸。

智慧城市透過物聯網蒐集連結所有資料，城市規劃者

和企業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例如位置，人流量或交通頻

率，並使用它來做出更明智的城市規劃決策。透過這些數

據系統，智慧城市將改變人們如何接觸公共空間、如何使

用公共交通、消費，任何行業與政府都能更有效地應對趨

勢和經濟變化。

全球智慧城市產值2025年達2.46兆美元市場規模

聯合國預估，2050年，全球有三分之二，也就是有近

70億的人口將居住於城市，為有效舒緩人口快速集中帶

來的衝擊，各國政府皆積極打造智慧城市。根據Frost & 

Sullivan國際著名的市場智庫公司預估，新冠肺炎疫情不僅

造成全球企業、人們的生活發生重大的變化，更直接成為

智慧城市加速發展的推手，全球智慧城市產值到2025年，

將達到2.46兆美元的市場規模。智慧城市的商機以及未來

發展性，更是不容忽視的一塊。

根據Frost & Sullivan與Deloitte報告指出，智慧城市可

劃分為智慧政府、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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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智慧環境、智慧經濟等七大領域。無疑地，智慧城

市的發展與物聯網已密不可分，甚至有業者認為物聯網技

術的持續進展，是將城市推向「智慧」的關鍵要素，而人

工智慧更是助力城市能加速增添更多智力的「加速器」。

Frost & Sullivan也預估，到2025年，將有超過26個智慧

城市，其中北美和歐洲將有16個。到五年後，到2030年，

全球智慧城市的支出將超過70％來自美國，西歐和中國。

疫情後，公共安全保障等項目投資將受關注

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工作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將更

多的精力放在開發協作，數據驅動的基礎設施上，以提供

醫療保健設施以及公共安全服務。

疫情大流行之際，美國和歐洲幾乎所有智慧城市都已

經投資了開放數據計劃。他們將繼續在5G以及自主和機器

人技術上投入資金。同時，中國通過2018年推出的「新基

礎設施計劃」在5G，智能電網，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和其

他與智慧城市相關的領域進行新的投資。

智慧城市中對人群管理和監控的需求不斷增長，導致

人群分析市場到2030年將增長20％∼25％。此市場在2020

年的市場收入為7.486億美元。人群分析可用於訪問集體實

時數據，可以幫助確保在整個智慧城市中提供適當的公共

醫療保健服務，交通運輸以及安全和監視服務。

未來兩年，對智慧計劃的投資預計將增加。智慧城市

已經在接觸追踪可穿戴設備和應用，開放數據平台，自

動駕駛無人機和人群分析方面進行了投資，以抗擊該流行

病。大流行後，對智慧電網，智慧交通管理，自動駕駛，

智慧照明，電子政務服務和基於數據的公共安全保障等智

慧項目的投資將受到關注。

此外，物聯網（IoT）應用逐漸普及，根據麥肯錫全

球報告預估，至2025 年全球物聯網將創造3.9兆至 11.1兆美

元的產值。因此，結合雲服務（Cloud Services）、人工智

慧（AI）、5G和物聯網（IoT），成為嶄新「AIoT」概念

的科技相關應用，提供解決未來城市的生活問題。

全球智慧城市排名出爐．全球109個城市新加坡居首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2020全球智慧城



20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在全球109個城市中，新加坡

居首、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第2，瑞士大城蘇黎世則排名第

3，台北排名第8，香港排名32。

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針對全球109

個城市、1萬3千餘民眾作了調查，聚焦他們所感受科技對

衛生與安全、機動性、活動、機會與治理等5個領域的影

響，當中也包含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在

各地流行時，如何加速智慧城市發展。

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相關投資總額達1,144億美元

根據IDC最新發佈的《2020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

（IDC Worldwide Smart Cities Spending Guide, 2020V1），

全球智慧城市相關支出規模的增速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

響而放緩，但預計中長期將恢復並保持15％以上的增長

態勢。IDC的最新預測顯示，至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市

場相關投資總額將達到1,144億美元，較2019年同比增長

11.1％，低於2019年12月發佈的18.9％增長預測。不過，

IDC 預計，全球智慧城市支出將在2021年開始逐漸提高增

長速度，並在2020-2024年的預測期間內實現 14.6％ 的複

合年增長率（CAGR）。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2020年中國智慧城市支出規模將達到259億美元

至2020年，中國市場支出規模將達到259億美元，較

2019年同比增長12.7％，高於全球平均水準，為僅次於美

國的支出第二大的國家。中國市場的三大熱點投資項目依

次為可持續基礎設施、資料驅動治理以及數位化管理。在

2020-2024年的預測期間內，三者支出總額將持續超出整體

智慧城市投資的一半。

在中國城市中，2020年智慧城市相關支出投入最多的

城市仍為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智慧城市技術相關的

2020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

1 新加坡

2 芬蘭赫爾辛基

3 瑞士蘇黎世

4 紐西蘭奧克蘭

5 挪威奧斯陸

6 丹麥哥本哈根

7 瑞士日內瓦

8 台灣台北

9 荷蘭阿姆斯特丹

10 美國紐約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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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與該城市GDP和政府預算密切相關，在智慧城市技術

的發展階段，一線城市的支出將持續領先。

 2020新加坡在智慧城市投資持續領先

根據IDC對全球各地區城市資料的預測，2020年新加

坡將持續保持其在智慧城市投資的領先地位，而倫敦超越

東京和紐約成為了投資第二大的城市。由於疫情影響下東

京夏季奧運會的延期，東京暫時在部分尚未完善的基礎設

施、公共交通、體育場館等的後期建中減少ICT投入，故

本期預測中東京的智慧城市相關投資將略低於倫敦。從區

域上看，2020年美國、西歐和中國的市場規模總和持續占

全球市場的70％以上，其中西歐和中國也是增長最快的兩

個區域。

IDC預計，在2020∼2024年預測期間，增長最快的

應用場景依序為開放數據、數位孿生（Digital 

Twin）、下一代緊急事件PSAP。城市數據方面，依

IDC對全球各地區城市數據的預測，2020年新加坡

將持續保持其在智慧城市投資的領先地位，而倫

敦超越東京和紐約成為投資第二大的城市。

 

資訊安全和隱私保護是智慧城市需考慮課題

智慧城市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科技監

控」與「數位極權」的問題。從監視器的例子來

看，「監視器」由哪一國製造並非核心的問題，

問題在於如何利用數據，如何管理、如何使用城

市無時無刻蒐集的個資？即使是對於資訊安全和

隱私保護問題重視程度很高的美國，在智慧城市

的建設中也存在國家與個人資訊洩露風險。資訊

安全和隱私保護始終是智慧城市建設必須考慮的

重要課題。

身在科技飛速進步的現代，我們寄望於科技

能夠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困擾與難題，邊緣運算技

術使城市變得更加強大、「智慧城市」即將成

真，但在相關的隱私法規的準備上，我們顯然還

得加快腳步，為更聰明、更強大的未來城市做好

準備。

智慧城市應確保改善民眾的生活

智慧城市的概念自2008年提出以來，在國際上引起廣

泛關注，並持續引發了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熱潮。智慧城

市已經成為推進全球城鎮化、提升城市治理水準、提高公

共服務品質、發展數位經濟的戰略選擇。

智慧城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個人在不同時間、不

同地點、不同狀況都能有妥善的照顧。所以人的需求在哪

裡，智慧應用就會在那裡，而城市正是創新科技最佳的試

驗場。

正如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中心主任布里斯

（Arturo Bris）所表示：「世界上的『智慧城市』不只是

採用新科技，而且確保它們確實會改善民眾的生活。」因

此，確保科技落實於生活中，以人為本，才是建構「智慧

城市」的基本。華

2020年全球各區域智慧城市場規模占比

26.7%

24.1%22.7%

11.3%

5.9%
9.3%

■美國    ■西歐    ■中國    ■亞太(不含中日) 
■日本    ■其他

資料來源：IDC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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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在2016年就已經開始進行智慧城市的規劃。按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智慧城市是運用各種資訊技術，貫通城市各類公共

服務系統之間的關聯，實現各類資源利用的集約化、高效

化，強化對城市治理支撐，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完善產業

發展環境，促進城市競爭力提升，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

科技與生活如何將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

智慧城市的定義

依據維基百科對「智慧城市」的定義是：智慧城市

（Smart City）是利用各種資訊科技或創新意念，整合都市

的組成系統和服務，以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最佳化都市

管理和服務，以及改善市民生活品質。

歐盟對智慧城市的定義則是：A smart city is a place 

where traditional networks and services are made more efficient 

with the use of digi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the benefit of its inhabitants and business.

華為則認為「智慧城市」概念，包含數據城市與無線

城市。簡單地說，智慧城市描繪了資訊的一體化管理，採

用先進技術搜尋、存取、傳遞和處理訊息，以創造價值。 

彙整以上三個定義，智慧城市就是優化和運用資訊科

技來建設和管理城市。

智慧城市的指標

按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 M D）世界競爭力中心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的智慧城市指標，智慧

城市的評價技術指標涵蓋5大類、20小類。五大類包涵

健康和安全（Health & Safety）、流動（Mobility）、活

動（Activities）、機會（工作與學校）（Opportunities 

（Work & School））以及管理（Governance）。

透過指標對109個城市給予評比後發現，前50名有

52％在歐洲、16％在亞洲、北美洲是24％，大洋洲有4個

城市，但南美洲跟非洲目前尚未擠進前50名，基本上他們

是在80名以後。雖然我們學習的典範是歐洲跟北美洲，

但最好的城市是在亞洲的新加坡，台北及香港也擠入前50

名。雖然目前澳門尚未進入前50名，但建議政府應整理好

相關資訊提供給他們評比，澳門應該可以在台北及香港間

佔有一席之地。

  

智慧化的典範——新加坡便利營商措施及北京大興機場

新加坡GoBusiness，是一站式辦理營商相關政府審批

手續網上平台，省時省錢、支付便利。另有不同的手機程

式或網上平台，處理市民及商人的各種需要。特別是目前

疫情關係，透過網上處理，我覺得新加坡這部分值得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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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崔世平董事長介紹了城市智能化的指標、國際的典範、所需要的體制與

法律建設、澳門智能化的歷程以及城市智能帶來的商機。崔董事長指出「智慧城市是利用各種資訊

科技或創新理念，整合都市的系統和服務，以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 最佳化都市管理和服務、以及
改善市民生活品質」。（本文摘自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崔世平董事長於第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

之主題演講內容。）

澳門智慧城市的商機 崔世平



此外，我特別推薦北京大興機場。大興機場用人面識

別系統且5G全覆蓋，為旅客推送全流程服務信息。「海

關+安檢，一次過檢」的工作模式，旅客只需提交一次行

李、接受一次檢查。從拿機票到上飛機，整個過程都可以

無接觸。

澳門智慧城市發展歷程

澳門居民上網率達91％，過去20年的年均增長率是

6％。手機上網率達89％，過去9年的年均增長率是9％。

所以在澳門若用手機推廣產品，是有效率的，因為90％的

人都能看到，比傳統的媒體、報紙、電臺、電視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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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級的旅遊休閒為重點的智慧城市

澳門在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每年都有突破。2016

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

公佈，確立智慧城市是澳門長期發展的願景之一；2017年

落實行動，與阿里巴巴簽訂《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2018年透過《澳門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及重點領域

建設》進行公眾諮詢，澳門大學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

點實驗室成立，並完成試點雲計算中心構建；去年，阿里

巴巴完成首階段智慧城市項目，所以今年到2021年，希望

將產學研有關的且尚在起步階段的產業，能慢慢變成更成

熟。現在澳門大學有國家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

室也落戶澳門，這些有利的因素將推動澳門成為一個智慧

城市。 

在《澳門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及重點領域建設》諮詢文

本中可見，關鍵在於以人為本，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把澳

門建設成為宜居、宜業、宜行、宜樂，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旅遊休閒智慧城市，特點在於世界旅遊休閒城市，我們要

建的是世界級的旅遊休閒為重點的智慧城市。

在諮詢文本中，有6個重點發展領域與IMD指標有

關，例如宜行城市、可靠與安全、開放政府及透明決策，

2個短期先導計劃發展項目與IMD指標有關。諮詢期間共

收集到258條問題，較主要問題包括四大領域：大數據的

開放使用及隱私問題、人才培養問題、智慧燈柱問題，以

及智慧城市中評價體系及關鍵績效指標問題。 

澳門智慧城市四大部份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智慧城市有4個組成部份：智慧旅遊、智慧交

通、智慧醫療、智慧政府。

在智慧旅遊方面，關鍵在於就是說要統一標準，透過

旅遊資訊交換平台讓資訊可以順利流通。第二就是旅客洞

察應用，分析旅客的行為，讓服務更到位。第三點是智慧

客流應用，希望通過智慧客流的應用，可以如預測天氣預

報一樣，在未來6個小時12小時後，哪些景點的流量。天

氣到今天預測了幾十年還不准，所以我們也要走一點長的

路。但若有技術可以說明澳門達成這個目標的，這個商機

就非常了不起。 

在智慧交通方面，如何預測公共交通系統與所有的交

通系統能配套起來，就需要交通態勢分析及預測應用。最

關鍵點就是當意外發生時，應如何上報，如何讓大眾及時

知道。此外，找車位也是難題，應怎麼解決最後一哩，在

澳門來說，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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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醫療方面，由於醫療方式用藥習慣都不一樣，

因此需要統一一個有效的標準，就需要智慧醫療大數據平

台數據規範標準。平台有了標準，在資料的交換過程中，

如何轉化為有效的資料庫，能分享給大家。接著，怎麼處

理這些實用的數據但卻有敏感的個資，因此需要脫敏方式

做好保證身份安全，轉成可運用但無顯示個資的數據，互

相分享。 

在智慧政府方面，首先是用試點雲計算，c loud 

computing非常關鍵，讓資料能用起來，電子商務慢慢變

成常規生活的一部分。此外，《電子政務》法案生效，電

子證明、資料證照，數碼化借貸，電子通知，這些將變成

發展產業的一個部分。此外，澳門政府有發展「袋中澳」

（Macau-in-Pocket，MIP）手機應用程式：讓居民、旅客

搜尋、下載和使用與澳門城市生活息息相關的手機應用程

式。基本上將相關的手續、資訊都在此應用程式中，可

以查到公共服務內容，需要等候多久等。MIP for VIP，每

一個人來到澳門，每個澳門居民都變成VIP，因為澳門的

MIP可以好好服務。

從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之中，走過四個階段，第一個就

是電子化，第二個是網路化，第三是智能化，最終到達智

慧化。智慧化階段就是將前面所有加起來，讓即時資料透

過分析推送給消費端，下一步該怎麼走，該去哪裡找到最

好的車位，去哪裡吃。最終目的就是要信息更流通、辦理

手續的時間更節省、出行更便捷。 

智慧城市的商機

智慧城市的商機包含5G、人工智能（AI）、物聯網

（IoT）、大數據、雲計算及區塊鏈。5G的時延最短，資

料處理能力最強，人工智慧讓我們通過機器學習過程，可

以越來越好。大數據、雲計算跟區塊鏈，都是可以用的機

會階段。 

在智慧防災部分，澳門部份地區地勢很低，並會有颱

風、暴雨等自然災害，透過智慧城市建設使澳門成為韌性

城市，優化應變機制，也屬智慧城市的商機。 

此外，在資料匿名化技術部分，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

對收集個人資料有嚴格限制，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門框，如

何在收集個人資料後作合適處理，將個人資料匿名化或脫

敏，使之成為智慧城市可用的資料，絕對屬潛在商機。

智慧城市與法律

最後談談限制電子商務的法律法規，如何允許有創意

的企業能在澳門落地生根，保證電子合同的驗收性跟電子

交易的安全性？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前提下，如何將資料

收集的方式方法、資料的透明程度、資料商用化的供應，

以及資料交易和場景的建設，到最後若這些資料要跨境可

以嗎？

智慧城市和體制建設

如果要全面的實現智慧城市，體制建設需要研究:智慧

城市的頂層設計、智慧城市數據的管理體制和機制、智慧

城市相關技術的科研和轉化、智慧城市工作者的保障和鼓

勵，以及數據應用和運算中心建設。 

 

投智跟投資，都是澳門必須要的

對澳門來說，要多一個新的產業，對年輕人要多一個

出路。智慧城市還在發展中，仍然有很多機會跟商機，大

家可以來投基金，也可以投人才，投智跟投資，都是澳門

必須要的，所以“I want you we need you”。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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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平 簡介

崔世平博士為現任第十三屆澳區全國人大代

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澳門立

法會議員、內地與澳門科技合作委員會澳門方主

席、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社區經濟發展

政策研究組組長、《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

展規劃研究》專家顧問團成員等。企業職務包括

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珠海市大昌管樁有限公司

董事長、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董

事長。

崔博士在城市規劃、結構工程及項目管理等領域擁有豐富經驗，曾負責

及參與的城規項目「21世紀澳門城市規劃綱要研究」和「澳門創意產業規
劃綱要研究」，著作包括「優化路環舊市區可行性研究」等。此外，崔博

士在促進澳門工程師及城市規劃專業發展和專業認證方面建樹良多，獲業

界認可。其先後於1999年及2004年獲得澳葡政府及澳門特區頒授專業功績
勳章。



在
中國城市化過程的30年當中，中國城市化創造了世

界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蹟。城市化是從倫敦的工業革

命開始，過去200年來歐美的城市所走過的路程，中國用

短短的30年就做到了。自十三五規劃以來，中央大力推動

都市圈，因此都市圈的集聚加快形成，形成中國未來的整

個經濟總量的提升，以及城市化的提升。  

趨勢一：都市圈集聚形成加快

都市圈的加快集中，朝向1+1+1大於3的方向走。圖表

【趨勢一】表達產業的流動，產業的流動形成了都市圈，

產業流動就是要靠智慧交通，智慧交通讓整個都市圈中的

物流、資訊流、資源流的流通變得更加快速，更加便利，

形成以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為主導的「都市圈大資源」。

 趨勢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偏離預期規劃

疫情期間，城市大運量交通流量下降，城際間傳統航

空客流量大幅下降。通過高速免費、暫停單雙號限行等方

式鼓勵私家車出行，帶動汽車消費。中汽協統計資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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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創新學院、中國城市運營聯盟林竹理事長分析疫後世界中國智慧城市的運營趨勢，都市圈

聚集將會加速、新產業的發展加快等，而資本市場的結構也會發生重大改變，在經濟動力轉向創新

的後疫情時代，中國的新基建領域將會吸引大量的投資。（本文摘自亞太創新學院、中國城市運營

聯盟林竹理事長於第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之主題演講內容。）

AI+城市運營，創造無限可能
林  竹



示，出於「開車外出減少感染機會」等因素考慮，新冠疫

情激發部分潛在消費者的購車意願。2020年7月，汽車產

銷分別達到220.1萬輛和211.2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2.3％和

16.8％，疫情對汽車消費的激勵逐步顯現。受新冠疫情影

響，私人飛機的全球業務需求出現井噴式增長。私人飛機

服務公司Jet It稱，今年其業務較去年同期增加300％，包

機業務較正常水準增加40％。

趨勢三：城市「互聯網+」新興產業發展加快

互聯網＋線上辦公、互聯網＋線上教育、互聯網＋消

費，以及互聯網＋餐飲，疫情催生互聯網＋產業的快速發

展。以互聯網＋消費網上購物為例，京東第一季度的線上

的電子商務交易量，相當於去年全年的交易量。線上物流

帶動了物流供應鏈，所以在中國過去10個月中，電商業務

帶來的物流傳輸業務最發達，許多勞動力都能夠被互聯網

＋的業務所趨動。

趨勢四：公共衛生醫療資源與運營能力面臨全面

升級

新冠疫情對各國醫療體系的衝擊顯而易見，疫情暴露

公共衛生醫療資源需快速的提升以及資源的普及，正好

給市場帶來了非常好的機會。在智慧醫療方向，中國幾位

線上醫生平臺在上半年取得特別好的效果，它的營運的資

料，包括市場回報資料都非常的理想，對於中國這個人口

大國而言，醫療挑戰跟需求就是帶來商機。 

趨勢五：健康碼助推城市大資料技術全面提升

中國健康碼，最先出現在深圳。然後各個省仿效去模

仿去做，數月間，全國已經統一。健康碼的出現助推數字

認證的作用，推動中國的城市大資料技術的提升。城市大

數據應用在電信技術、民航管理技術、市政技術、自來水

技術等等。這個技術是中國獨特的，相信在疫情之後，中

國可能會在城市大資料技術上可能會領先於其他各國。

全球資本市場動向

因疫情之影響，全球正經歷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

衰退。IMF預期，2020年全球GDP增速為-4.9％，此前預期

為-3％。此外，2020年發達經濟體GDP增速為-8.0％，此前

預期為-6.1％。預計2020年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GDP

增速為-3.0％，此前預期為-1.0％。 

依據中金公司數據，G20國家都在寬鬆量化，因為這

是一個世界最大的危機，日本放的最大，最後一行是日

本，第二行是美國，第三行是巴西。中國也在採取特別超

常規的財政措施來刺激經濟的復甦。中國經濟因有效的控

制疫情，因此第三季度的GDP已經回升。如此，中國逐步

成為全球很多投資機構認定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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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央行、外管局發佈《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

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規定》，中國開放外資投資通道。此

政策對全球市場投資而言，是一個具有高度的吸引力的情

況。此外，聯合國表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較

2019年減少40％，2021年可能進一步下降5％∼10％。從

全球貿易支付結算、金融交易、避險資產等方面來看，人

民幣資產的重要性在穩步提升。

新基建必將迎來真正的春天 
在此國際國內資本市場動向下，中央推出新基建政

策。新基建包括對新一代的資訊技術的演化形成的基礎設

施。2018年10月26日，2018中國城市運營論壇「AI＋城市

運營：探索智慧城市運營創新之路」在北京隆重召開，中

國智慧城市運營聯盟正式發起成立；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

研究院和華夏城市運營研究院聯合發佈了《中國人工智慧

城市白皮書》。

人工智慧城市，是在遵循城市發展規律和滿足社會經

濟發展需求前提下，以城市科學、 人工智慧、資訊物理

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s，CPS）、系統工程理論為

支撐，在城市大腦統一管理下，在人類智慧空間、資訊空

間、物理空間三大空間支撐下，綜合採用人工智慧、大資

料、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工業互聯網、現代通

信、區塊鏈、量子計算等新一代資訊技術實現即時感知、

高效傳輸、 自主控制、自主學習、智慧決策、自組織協

同、自尋優進化、個性化定制八大特徵的高度智慧化城

市。   

人工智慧＋城市運營，就是智慧城市運營。城市雲就

是我們的智慧城市的未來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工智慧城

市，智慧城市的運營。

後疫情時代，以城市大資料技術為核心的智慧城市運

營將是必然的趨勢；中國的城市與都市圈運營，把握未來

趨勢，依託人工智慧城市的理論框架，逐步形成具有中國

特色的智慧城市文明，打造全球城市智慧產業投資天堂。

投資前景

投資前景在智慧方面，如「智慧醫療」，全國的智慧

醫療都能投資。根據頭豹研究院2020年初發佈的《2019中

國智慧醫療行業概覽》報告，中國的智慧醫療行業未來五

年的市場規模（按營業收入計）將保持18.9％的複合增長

率，到2023年時，中國智慧醫療行業市場規模將達到2503

億人民幣。可以預見的是，在後疫情時代，智慧醫療健康

領域將爆發式增長，市場規模將遠不止以上提及的增長速

度。

智慧城際通航領域將成消費市場寵兒

目前智慧通航業務，美國依然是中國的幾百倍，通航

的飛機數量、通航機場以及帶動的第三產業的服務，都是

一個巨大的藍海。

智慧通航的飛行體驗，包括無人機業務，無人機的物

流小如大疆無人機，大至國內幾個巨頭投入鉅資研發的物

流無人機，這塊可能成為中國未來國城市運營當中的智慧

通航運營非常重要的藍海。

智慧通航產業鏈，包括製造業、飛機發動機以及材

料，這將超過1萬億的市場。後疫情時代，偏重私密和安

全的智慧城際通航領域將成為消費市場的寵兒。

中國是後疫情時代全球最佳的投資天堂

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代經濟站穩了腳步，因此，中國

是後疫情時代全球最佳的投資天堂。高峰會的英文中有

entrepreneur，就是創業企業家，期盼透過努力與智慧，創

造一個屬於我們的未來，把危機變成轉機。華

28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林  竹 簡介

林竹博士，中信城市運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華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華夏

城市運營研究院院長、亞太創新學院理事長；中國

城市運營聯盟理事長，北京師範大學新興市場學院

特聘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
林竹先生目前正在組織人工智慧與城市運營商

業模式的實踐與理論創新研究，探索以高鐵網站TOD為導向的產城融合以
及產融結合在寧波餘姚的項目落地。林竹先生曾任職於地方政府相關部門

以及世界銀行總部，成功主持過中信濱海新城、2010廣州亞運城前期等多
項特大型城市綜合開發運營專案，其中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專案榮獲

2008西班牙世界建築節公共建築獎。



線
狀的連結比單點的優勢更重要（Conne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ocation）。在都市發展的早期都是區域

式的城鎮發展，自從軌道交通逐漸便利後，透過帶狀的連

結各個領域與城市，創造出超越單點所能夠發展的優勢。

藍香蕉帶沿線城市，實現歐洲貿易與經濟一體化

例如：近代歐洲地區發展的藍香蕉帶（Blue Banana）

沿線城市包括英國、荷比盧、德國南部、法國西部、瑞士

到義大利北部，實現歐洲貿易路線與經濟一體化；而在中

國則有「一帶一路」成為21世紀絲綢之路經濟軸帶，主導

的跨國經濟帶與沿線國家及地區，包含了66個國家，佔全

球總面積41.3％，從中發展嶄

新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持續串

聯更多運輸節點，藉由四通八

達的交通網，讓全世界商品得

以暢通無阻的交流。

港口城市跟智慧城市，整合為創新城市發展軸帶

而其他周邊沿線地區發展，包括埃及新開羅、斯里蘭

卡漢班托塔港、土城AI智慧產業園區、高雄亞洲新灣區等

地區，都是適合參與沿線的產業創新帶。在亞洲，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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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動產聯盟全球卓越建設獎委員會前主席、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陳明竺教授以「藍

香蕉帶（Blue Banana）計畫」及「一帶一路」，分享建設創新產業的過程，提供全球華商在建構智
慧城市時參考。（本文摘自世界不動產聯盟全球卓越建設獎委員會前主席、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

學院陳明竺教授於第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之主題演講內容。）

陳明竺 簡介

世界不動產聯盟全球卓越建設獎委員會前主席、

財團法人臺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中國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教授。目前主要是在臺灣的

都市計畫與兩岸、國際交流相關委員會擔任主任委

員，常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交流互動，也曾是哈爾

濱建築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所

長及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畫與開發管理學系系主任、所長

智慧城市的未來趨勢

▼

從美國移入歐洲的創新產業，多半

進駐於藍香蕉帶走廊。

新加坡、馬來西亞，前5名至10名以上的開發者華人的比

例非常高。透過華商共同努力，很有機會將各大港口城市

跟智慧城市連成帶狀發展，整合為創新城市發展軸帶。

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AI人工智慧（產業）與城

市（空間）的結合。城市的發展從早期英國的花園城市

（Garden City）進入到工業革命，再到二戰時期為解決人

口問題而產生出的嬰兒潮與新城鎮發展，傳統製造工業為

當時社會的主流產業型態，逐漸轉變成為現在的智慧產業

園區、科學園區，透過網路空間上連結，讓更多的科技相

關的產業能夠互相溝通。而未來除了導入產業創新政策之

外，也應該整合文化創意的產業，漸漸將智慧產業創新導

入大眾生活，發展出衛星新城鎮、慢速城鎮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已是各國重要經濟轉型及升級藍圖，已開始

著手啟動智慧城市發展計畫的國家遍佈世界，期許未來華

商朋友能成為具有自我實現力的領航者，透過自我價值的

改變及網路效應的創意加值，共同達到更開創的未來。華

陳明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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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致勝
為後疫情時代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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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屆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於2020年10月22日至24

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舉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現場出席華商來自大陸及澳門地區。除大陸各地

商協會及企業代表，亦包括在大陸投資居住的台商及海外

華商等，約500位來自全球19個國家及地區的華商代表。

此外，大會同步直播會議實況，讓已報名參加之海內外各

地逾一千位華商，亦能共同參與線上直播及互動，共襄盛

舉。

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成為全球華商一年一度集思廣益，

合作發展的重要平台。多年來，一直致力發展為全球華

商服務平台的澳門，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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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大會以「科技與生活──智慧城市之可持續性發

展」為主題。在後疫情時代，數位轉型已成必經之路，科

技已是生活的重要依據，如何運用智慧城市的特質，以造

福人類生活之便利，已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開幕典禮會場一景。

	開	幕	典	禮

本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幕典禮為配合全球時差，以求

歐美各地華商等同步在線上參加，特別安排於十月二十三

日下午2:30正式舉行，香港鳳凰衛視著名主持人朱梓橦小

姐擔任主持，在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演唱《華

商頌》歌聲中，高峰會正式拉開序幕。

華商與澳門工商界共同攜手，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

新格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李偉農司長致辭時說：創

新科技對智慧城市的建設提供了巨大的動力。為改善居民

生活素質，讓社會各界享受科技轉化、文明成果的效應，

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屆高峰會以「科技與生活——智慧城市的可持續發

展」作為主題，無疑是緊扣著當前發展的最新形勢及新要

求，另一方面我們也支持華商成為澳門行政區融入國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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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17th
循環經濟格局的參與者及

受益者，並通過評選世界

華商創新獎，鼓勵獲獎的

華商現場展示創新成果。

以多種方式促進全球華商

在創新科技領域的交流與

合作，主動發揮華商遍佈

世界、聯通四海的橋樑和

紐帶，助力對全球創新資

源，為粵港澳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建設，和國家創新驅動發展，催生經濟發展新動

力，發光發熱。

李司長更表示，2020年是祖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是實現一個百年奮鬥的目標，為

十四五計畫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打好基礎的關鍵之

年。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邁向十三個十年的起步之年。澳

門願與海外僑胞一道為中華民族做出貢獻。同時希望各位

華商朋友繼續與澳門工商界共同攜手，在國家改革開放和

科技創新中，用國內及國際兩個市場，兩個資源，多層次

對接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澳門所長，助力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格局。

高新科技發展加速鍵，為海內外華商創造更多機遇

大會組織委員會委員長劉長樂先生在開幕辭中表示，

中國由於在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出口前景亮麗，將成為

今年唯一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華文化崇尚否極泰

來的智慧，所謂「變局」，

既潛藏變幻莫測的危情亂

象，又蘊含突破局限的蓬勃

生機。對身處其中、遭受

經濟衰退之苦的廣大華商來

說，如何理解國際秩序新格

局，順應科技發展新趨勢，

借助經濟增長新動能，因變

致勝，就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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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委員會委員長、鳳

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先生

致開幕辭。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李

偉農司長致辭。

他更強調，今年的華商高峰會，以「科技與生活──

智慧城市之可持續性發展」為主題，為「後疫情時代」提

供新思路。隨著中國深圳特區以成立四十周年為契機，將

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升至更高水平，隨著粵港澳大

灣區將打造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連結點、發力點，隨著大

數據、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高新科技發展按下加速鍵，

勢必為海內外華商創造更多機遇，開拓更廣闊發展空間。

全球公益聯盟勳章，讓華商的愛心發出光芒

世界華商高峰會主辦機構為彰顯提升世界各地華商在

公益事業的貢獻，正式與史上最悠久的金質榮譽勳章頒授

機構——全球公益聯盟（Ligue Universelle du Bien Public） 

合作，建立「華商全球公益聯盟榮譽勳章」之頒授機制。

今年特別頒授給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辦人丁楷恩創會執行

主席。

丁先生表示，接受此勳章可說是另類的拋磚引玉。他

相信：遍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商，在公益事業上，必定有太

多足以令人感動與敬佩的貢獻。希望這些貢獻，透過「全

球華商公益聯盟榮譽勳章」的頒授，讓華商的愛心發出光

茫，閃耀在世界各個角落。讓華商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被

尊重。這種尊重，不是因

為華商的財富，而是因為

華商的愛心。最後，他表

示：公益，出自於愛心；

愛心，能夠讓世界更美

麗；同時也能夠讓我們自

己的生命，更加豐富、更

有意義、更加多彩。

華商組織有能力協助各地重建經濟

馬來西亞前首相──敦馬哈蒂爾．穆罕默德醫生

（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也在馬來西亞透過視頻，

送上祝賀。他說，當前疫情下，我們需要面對許多不確定

性，並找尋重啟經濟的可行辦法。重建經濟需要創新及應

變精神，更要以新方法去創造新業務，並且更靈活地去適

應新常態。

▲聯盟創辦人丁楷恩創會執行主席。



Summit 華商高峰會

34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同時，他也表示：世界

華商高峰會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經貿交流平台，全球華商

在此可交流互動，並就經濟

合作及文化交流，進行交換

想法及意見。海外華商成功

地在全球建構一個強而有力

的商業網絡，也成功地與本

地市場互相效力。在中國以

外的東南亞，也是一個有

七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且孕育很多新經濟領域的成長。我

深信華商組織有能力於疫情後，協助各地重建經濟，也有

能力為地區經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沒有增長就沒有繁

榮，沒有繁榮就沒有新市場，沒有新市場就沒有新商機。

全球華商結合智慧城市成果，爭取國際市場與商機

台灣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在台灣發表賀辭，他表

示：本屆大會主題「科技與生活──智慧城市之可持續性

發展」，正突顯後疫情時代，創新的技術整合與應用，讓

我們在製造、運輸、交通、教育、醫療、金融和智慧城市

等領域，得以迅速掌控資訊，遏止疫情擴大，繼續享受

▲馬來西亞前首相——敦馬哈蒂

爾．穆罕默德醫生。

生活的便利與滿足需求。

賴理事長也提及，習近平

主席不久前到浙江考察時

指出：「透過大資料、雲

計算、人工智慧等手段，

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大

城市也可以變得更『聰

明』。」

賴理事長並強調，國

際著名的市場智庫公司推估，全球智慧城市產值到2025

年，將達到2兆美元的市場規模。面對如此龐大的商機，

全球華商應積極加強互動合作，結合華人智慧城市成果向

外推廣，爭取更大的國際市場與商機。

澳門小而美的特質，最適合建造智慧城市

大會召集人李金友執行主席代表大會致謝辭表示：誠

如習近平主席所說，我們在經歷一場百年未見的大變動時

代。這個疫情帶給全世界很大的挑戰與機遇。相信科技將

會是疫情後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再加上穩定的政策，相信

各國政府、全世界人民，以及所有華商朋友們，大家可以

緊密的合作。

▼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為大會獻唱及演奏。

▲台灣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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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總編輯在引言時表示，大會的主題智慧都

市是中國當下的重要趨勢，也是世界大趨勢。其中，

「ABCD」四個大方向尤其重要， 即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 Chain）、雲計算（Cloud 

Computing）以及大數據（Big Data）。中國在這幾方面都

領先全球，中國5G新基建，以及新科技與金融的結合也充

滿創新的力量，如世界首創的數位主權貨幣DCEP。新科

技的發展也能使中國環保更加到位，更能落實「可持續性

發展」。

智慧城市是中華民族未來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崔世平董事長以「澳門智慧城

市的商機」為題，介紹了城市智能化的指標、國際的典

範、所需要的體制與法律建

設、澳門智能化的歷程以及城

市智能帶來的商機。崔董事長

指出：智慧城市是利用各種資

訊科技或創新理念，整合都市

的系統和服務，以提升資源運

李執行主席並表示，澳

門小而美的特質，最適合建

造智慧城市，最有機會成為

一個自駕車的城市。同時，

將IT、IoT、大數據、區塊

鏈、或者大健康產業等等創

新科技，應用在小而美的澳

門地理環境中。最後，他希

望明年再聚澳門時，澳門已

經是個智慧城市了。

開幕典禮在澳門培正中學管弦樂團及歌詠隊演唱「奇

異恩典」與「茉莉花」之後，圓滿結束。世界華商組織聯

盟常務主席團徐偉坤主席，代表大會致贈感謝狀給培正中

學。

主	題	演	講

大會主題演講，由亞洲周刊邱立本總編輯擔任引言

人。邀請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崔世平董事長以及亞太創

新學院、中國城市運營聯盟林竹理事長擔任主題演講嘉

賓，並由世界不動產聯盟全球卓越建設獎委員會前主席、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陳明竺教授擔任與談嘉賓。

▲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崔世平董事

長。

▲大會召集人李金友執行主席。

▼大會主題演講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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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創新學院、中國城市運營聯

盟林竹理事長。

▲世界不動產聯盟卓越獎委員會前

主席陳明竺教授。

用的效率， 最佳化都市管理和服務、以及改善市民生活品

質。

亞太創新學院、中國城市運營聯盟林竹理事長則以

「AI+城市運營，創造無限可能」為題，分析疫後世界中

國智慧城市的運營趨勢。他說：都市圈聚集將會加速，新

產業的發展加快，同時，資本市場的結構也會發生重大改

變，在經濟動力轉向創新的疫後世界，中國的新基建領域

將會吸引大量的投資。

與談嘉賓世界不動產聯盟卓越獎委員會主席陳明竺教

授，就「智慧城市的未來趨勢」的議題，以「blue banana

計畫」分享歐洲建設創新產業的過程，提供全球華商在建

構智慧城市時參考。

最後，亞洲周刊邱立本總編輯在總結時表示，智慧城

市是中華民族未來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未來要避免因現

代化發展，而在環保方面付出慘痛的代價。並期待此論壇

能喚醒全球華商一個強大創新意識，企業發展不能循規傳

統的限制，要有創新的意識，提供自我競爭力。希望在此

全球華商峰會的新平台上，使全球華商更有競爭力，全球

華商的生活會落實「明天會更好」的立場。

綜合討論

本屆峰會的綜合討論部分，大會通過兩項提案。包

括：「成立世界華商創新經濟研究院」，以及「深化研究

智慧社區發展計劃」。因此，未來將建立以應用為主軸的

世界華商創新經濟研究院，建立人才智庫，為當代世界華

商經濟發展賦能。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將整合智慧社區相關

行業的華商，透過產業合作，參與智慧社區建設計劃，以

推動創新型綠色智慧社區的發展。

2020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與亞洲周刊合辦的「2020世界傑出

青年華商」甄選，今年由來自澳門、在北京創業的普強時

代（珠海橫琴）資訊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暨CEO何國濤先

生，獲此殊榮。大會開幕典禮上由澳門經濟財政司李偉農

司長頒發獎狀及獎座，予以表彰。普強時代公司專注於電

話和車載通道語音交互技術的創新項目。大會期望通過公

開表揚，表彰全球傑出青年華商企業家，奮發圖強的創業

▲本聯盟常務主席團主席吳瑞珍先生主持綜合討論相關議程。

▼澳門經濟財政司李偉農司長（右）頒發獎狀及獎座予以「2020世界傑
出青年華商」得主——普強時代（珠海橫琴）資訊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

暨CEO何國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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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董事長崔世平先生（右三）為世界華商創新獎

得主頒獎並合影。

與創新成功之事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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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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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的

「2020世界華商創新獎」，以「科技與生活」為主題。結

果以重視環保、永續發展的創科企業為對象的「創新企業

獎」有：綠芝園投資有限公司、中新智擎科技有限公司及

科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等三家企業獲獎；以開發產品的創

▼「領導力新型態與華商菁英論壇」由世界華商菁英會張鴻鈞秘書長（右一）主持，邀請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袁達松教授（右二）、澳中致遠投資發

展有限公司魏立新副總裁（中）、澳門青年聯合會蔡文政理事長（左二）以及2019世界華商創意產品得獎者張燕女士（左一），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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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商品獎」，則有

自動化基因檢測系統、銀離子消毒空氣淨化器及乾衣機等

三項商品獲得殊榮；另有萬家智控有限公司、廣東夏龍通

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前海小微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

企業與智慧城市相關之品項獲得「優異獎」。以上得獎者

之部份作品在「第二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簡稱MIF）設置的「世界華商創新獎展覽區」中，向全

球華商公開展示。

領導力新型態與華商菁英論壇

大會於10月23日上午，舉辦「領導力新型態與華商菁

英論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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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本屆「世界傑出青年華商」當選

者──普強公司行政總裁何國濤先生，講述其AI企業在運

用智能語音辨識、語音分析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為核心的

高新技術，所創造的成功經驗。

今年論壇主題為：「大灣區青年創業者的機遇與挑

戰」。由世界華商菁英會張鴻鈞秘書長主持，邀請北京師

範大學法學院袁達松教授、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魏

立新副總裁、澳門青年聯合會蔡文政理事長以及2019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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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的綜合效益與商機

本屆峰會，澳門作為全球華商重要交流中心與服務平

台的社會效益之外，經濟效益方面，出席華商在澳門本地

總體消費巿場的槓桿比率高達4倍至5倍。

出席華商之間所創造或達成的交易與商機也不少。其

中，較為具體的事項與個案，有下列數項：

一、2020世界華商創新獎得主之產品及理念於澳門國

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同步展出成果，共安排六間企

▲澳門社區導覽遊，一行人留影合照。

▲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世界華商創新獎展區。

華商創意產品得獎者張燕女士，就大灣區內可能面臨三套

不同法律與稅制，以及企業規章制度的困局，以及如何有

效地推動區域合作，達致雙贏的局面進行互動，以促進大

灣區更進一步的發展，進行討論。

峰會外篇

社區導覽──見證澳門的歷史變遷

出席華商一行55人，參加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規劃

的「社區導覽—中區線」遊覽。組織華商代表進入社區，

推介區內「特色店」，促進社區經濟和惠及澳門中小企

業，亦能協助華商加深對澳門營商環境的了解。

本次社區導覽，參觀了大三巴、戀愛巷、大關斜巷、

關前街區、十月初五街，以及康公廟等，華商代表們紛紛

表示，通過參加社區導覽，可以感受到澳門本地的風土人

情，品嚐本地美食，購買特色商品，認識澳門更多獨特品

牌，更加深入的認識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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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現場參展，一間企業參加網絡展位。現場展位吸引了廠

商及消費者駐足關注，目前已有多個廠家與他們簽定合作

意向。創新獎的概念及展演方式，可帶動全球華商對創新

商品及模式的革新，也可藉由世界華商高峰會以及澳門國

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作為傳遞及互動平台。

二、海外企業與澳門建築安全硬體諮詢有限公司去年

（第十六屆峰會）雙方透過峰會，聯合完成了迪拜七星級

酒店專案。今年他們也希望通過世界華商高峰會和澳門，

聯繫葡語系國家擴大進出口貿易。

三、中國收藏家協會分別與澳門非遺協會及另一家在

地藝術品企業簽了兩個合作備忘錄，共同促進澳門藝文產

業發展並提供專業指導。

線上線下參與峰會互動

  本次峰會，由於疫情關係，海外出席代表幾乎不能

親到澳門，但並未降低各地華商參與一年一度的澳門盛

會。峰會採用直播方式，利用各種網絡平台將大會盛況向

全球直播。亦通過ZOOM網絡會議形式，讓主要嘉賓參與

會議及討論。大會透過頭條號、百家號（百度）、微博、

抖音，以及大會直播平台會訊通等，直接觀看峰會實況的

達三萬人。

海內外媒體的報導

本屆峰會，海內外各類新聞媒體報導熱烈。澳門本地

的澳門日報、濠江日報、巿民日報、大眾報、華僑報等都

以大篇幅的報導。澳門廣播電視也作了報導。鳳凰衛視除

了在資訊台、歐洲台、美洲台、香港台及中文台等同時向

全球聯合直播以外，各台也另外多次單獨播影。

亞洲周刊的跨欄報導詳盡，該刊是整個亞洲地區最受

華商及華人智識份子歡迎的刊物。另外，世界華商組織

聯盟創立發行的「華商世界」雜誌，也將在十二月份出版

第48期，以〈華商高峰會〉的欄目，為本屆峰會作較詳盡

的報導。峰會也得到中國新聞社、新浪、搜孤、微博、百

度、頭條、騰訊、網易、中國台灣網等網媒及紙媒，都作

了大篇幅的報導。據統計，各大網絡媒體報導點閱量達

二百萬人次。

後疫情時代，共同尋找可變通的方程式

本屆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主辦，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分別為合作及支持

機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台灣商業總會、鳳凰衛

視、亞洲週刊、世界華商菁英會協辦，且獲得澳門廠商聯

合會、澳門出入口商會、澳門紡織商會、澳門付貨人協會

等機構共同支持。

後疫情時代，各類型的經濟活動都須找到應變方式，

才能在詭譎多變的世局中找到出口。大會也期望海內外華

商在本屆高峰會中集思廣益，尋找可變通的方程式，共同

迎接後疫情時代的來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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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增「優異獎」以及「創

意新星獎」。甄選的原則，以商品的市場能力作為評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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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企業獎」有中新智擎科技有限公司、綠芝園投

資有限公司以及科建國際三家企業獲獎。「創意商品獎」

則有自動化基因檢測系統、銀離子消毒空氣淨化器及乾衣

機等三項商品獲得殊榮；另有萬家智控有限公司、廣東夏

龍通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前海小微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三家企業與智慧城市相關之品項獲得「優異獎」。

「創新企業獎」重視環保、永續發展

中新智擎科技有限公司，憑藉著在人工智慧與無人駕

駛技術領域長期的技術積累，中新智擎已在多項技術領域

擁有世界級的專利和成果，是人工智慧領域當中極少數具

有完整的技術生態、具備規模化產業能力、具備落地能力

的新創企業。

綠芝園投資有限公司研發了一項專為室內種植工廠而

設的室內水耕農業，目前進行超過過百個研究測試，種植

過近50種不同的農作物，從蔬菜為中心，向外延伸到蔬果

類、菇類、藥材、花卉等的栽培範圍。能使農作物的產量

大大提高，其品質亦得以提升為本地提供一個高經濟效益

和高效能的農業計劃。

科建國際以備受讚賞的尖端設計知名，其蜚聲國際的

作品包括位於杜拜，稱為「The Pad」的全球首幢蘋果公

司iPod大廈；在香港以混凝土水管建成，普羅大眾負擔得

起的「水管屋」（OPod）；以及在多個國際城市建造的

Hyperloop 超級高鐵項目。

「創意商品獎」創新、實用、美感且具商品化

珠海市迪奇孚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自

動化基因分析的高科技企業。公司孵化於澳門大學，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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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海內外青年華商的創新、創造及新知識之交流與合作，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及世界華商

菁英會合辦的「2020世界華商創新獎」，今年以「科技與生活」為主題。

世界華商創新獎
      激勵華商行動力

「

Summit 華商高峰會



World Summi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世界華商高峰會

第十七屆17th
的自動化核酸分析技術在澳門大學類比與混合信號超大型

積體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內已研發10餘年，目前已獲得澳

門大學的入股和獨家專利授權，且獲得來自澳門千萬級人

民幣的風險投資。

雅弦科技有限公司致力為世界上每個人提供可持續及

零污染的潔淨空氣，雅弦科技成功研發AG+TM 空氣消毒

技術，有效消滅空氣中包括冠狀病毒在內的病毒及其他細

菌，並推出全球首部能有效消滅 >99.9％ 新冠病毒的銀離

子消毒空氣淨化機。

木衛智慧科技專注於智慧家電產品的自主設計、研發

及生產製造。其桌面級真空衣物速乾機Morus Zero為市面

首款桌面級真空滾筒乾衣機，其原理主要採用低壓真空乾

燥技術通過一個低壓腔體提升液態水蒸發速率，能在相同

時間內帶走更多熱量，讓加熱更加高效，烘乾溫度更低，

能實現更快速、更低溫、更節能的烘乾體驗。

「優異獎」極富潛力品質

夏龍通信主要經營資料通信、雲計算、5G應用和行

業解決方案業務。夏龍自主軟體研發定制雲，實現自主線

上雲伺服器銷售，並依託大資料分析處理經驗，拓展科算

雲產品，為企業科研院所提供高性能算力支持、超算軟體

環境搭建、超算一站式硬體定制、大資料視覺化呈現等服

務。

深圳市前海小微蜂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智慧辦

公服務商，提供智慧辦公、智慧空間、智慧樓宇、智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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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整體解決方案。小微蜂是國家高新技術及深圳高新技

術雙認證企業，擁有50多項專利及智慧財產權，當前已為

超過300萬平米的空間，10000多位使用者提供智慧辦公空

間服務。

萬家智控致力提供智能大廈及能源管理（Energy 

Management）方案之創新服務公司，協助用戶透過自動化

的控制系統節省能源，並且利用一站式雲端系統，結合大

廈中央式冷氣、照明與門禁等系統及設備，使用戶可以節

省管理大廈的日常運作及營運成本。

創新獎概念，刺激出席華商對「創新」更具行動力

以上得獎者之部份作品在「第二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

投資展覽會」（簡稱MIF）設置的「世界華商創新獎展覽

區」中，向全球華商公開展示，目前已有多個廠家與他們

簽定合作意向。

創新獎的概念及展演方式，可帶動全球華商對創新商

品及模式的革新，也可藉由世界華商高峰會以及澳門國際

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作為傳遞及互動平台，將能刺

激出席華商對「創新」更具行動力。華

▼ ▼第二十五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二○二○年葡語國家產品及

服務展（澳門）（2020PLPEX）及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MFE）。



美
國國會在展開長達16個月的調查後，眾議院司法委

員會反壟斷小組委員會（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Antitrust Subcommittee）於2020年10月底發佈了長達449

頁的《數位市場競爭調查（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稱四大科

技巨頭公司--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臉書

（Facebook）和蘋果（Apple）存在壟斷行為，阻礙了行業

市場的創新與發展，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這些公司擁

有太大的權力，這種權力必須受到控制，並接受恰當的監

督和執法。」

指控四大科技巨頭公司存在壟斷行為

眾議院報告稱，臉書（Facebook）和谷歌（Google）

擁有壟斷力量，而蘋果（Apple）和亞馬遜（Amazon）擁

有「巨大而持久的市場力量」。

其中，谷歌（Google）被指在搜索結果中優先展示自

己的產品來打擊競爭對手；亞馬遜（Amazon）作為最大

的在線零售商有領先的電子商務市場的優勢，以此來阻礙

潛在的競爭對手；蘋果（Apple）被指壟斷了iPhone和iPad

的應用市場，從應用開發者的銷售中抽取過多的傭金；臉

書（Facebook）被批評為了維持和擴大壟斷地位，時常採

取收購競爭對手、甚至通過複製競爭對手服務等手段以達

到商業目的。

四大科技巨頭公司總市值接近5兆美金

四大科技巨頭公司總市值接近5兆美金，手中現金達

4,080億美金，且全部是全球級企業，其用戶數、裝置數、

營收數或使用時間數皆以數十億為單位。到目前為止，五

家科技巨頭（包含微軟）是美國市值最高的公司，目前在

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占比超過五分之一，在納斯達克100指

數中占比高達46％。現今，全球市值前十大企業，有七家

是網路平台，取代過去稱霸數十年的石油、電信和藥廠等

傳統企業。

從石油、鐵路、電話、電影、鋼鐵、電腦到如今的互

聯網科技行業，美國業界和政府一直對一家獨大的企業保

持高度警惕。各國政府終於明白，網路平台在整個商業生

態系中扮演的主導地位，並不亞於石油、電信、藥廠這些

各國反壟斷（Antitrust）執法名單的常客，因而積極展開

鋪天蓋地的反壟斷執法行動。

市值的不斷升值和對外收購是這些科技巨頭收入增

長、盈利能力提高的結果。科技巨頭擁有如此高的資產，

可以輕易打敗較小競爭者。

最大線上零售商亞馬遜，被控不義使用第三方數據

報告指出亞馬遜擁有凌駕於第三方賣家之上的壟斷

權，不公正地對待零售合作夥伴，並且為其電商平台上的

自有品牌產品的銷售戰略提供情報。

雖然亞馬遜在電商以外的任何一個領域都沒有佔主

導地位的市場份額，但該公司的產品和服務非常廣泛，

從Alexa、Ring、Eero到Whole Foods、Amazon Logistics、

Amazon Web Services以及廣受歡迎的Prime會員服務，該公

司收集美國民眾數據的能力已經變得很全面。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壟斷小組委員會指稱四大科技巨頭（谷歌、亞馬遜、臉書和蘋果）存

在壟斷行為。接著，美國司法部聯手11州，正式以反托拉斯法名義起訴Google。四大科技巨頭公司
總市值接近5兆美金，手中現金達4,080億美金，且全部是全球級企業，其用戶數、裝置數、營收數
或使用時間數皆以數十億為單位。過去，在2008∼09年的金融危機中，有「大到不能倒」的銀行；
現在，隨著業務範疇越來越廣，垂直整合越來越錯綜複雜，則有「複雜到不能拆」的科技巨頭。

複雜到不能分拆
美國科技巨頭反壟斷爭議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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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值冠軍蘋果，被控從App Store獲得非凡利潤

報告認為，蘋果公司控制著美國過半移動設備的軟體

分發，施加壟斷影響力，得以從旗下App Store及服務業務

中獲得「超乎尋常的利潤」。

關於蘋果公司對App Store的控制，該小組委員會的評

估結論表示，蘋果公司自己的應用經常在App Store的搜索

結果中排在競爭對手前面，且對App Store中第三方應用所

進行的交易抽成30％，這導致許多公司試圖繞過蘋果的規

則，聲稱蘋果公司已成為控制數億消費者的壟斷者。

月活躍戶達24億的臉書，被評透過收購消除競爭對手

臉書被批評的部分是，透過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收

購來消除潛在競爭對手，目前Facebook只面對自家產品

的競爭，如Instagram與Facebook的競爭，或WhatsApp與

Messenger的競爭，而不是來自其他公司的實際挑戰。

Facebook在2012年和2014年先後收購Instagram和

WhatsApp時接受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簡稱FTC）的審查，該機構結束審查時並未提

出反對意見。Facebook已進行大量投資來推動上述平台的

增長，這些平台現在共享許多整合後的業務。

自從Facebook收購WhatsApp，就利用它在印度試點移

動銀行產品。WhatsApp在印度擁有4億用戶。這家公司還

在計劃推出自己的貨幣，擴大其在虛擬現實領域的領先地

位，並創建腦機接口。

網路搜索龍頭谷歌，被批評優先展示自家產品

報告披露Google在搜索行業的主導地位，Google控制

著87％的桌面搜索和99％以上的移動搜索。該小組委員會

將這種現象歸因於Google每年向蘋果和火狐等公司支付數

十億美元的能力，這讓Google即使在競爭對手的瀏覽器上

也能保持其首選地位。

Bernstein分析師估計Google現在每年向蘋果公司支付

約80億美元，而高盛（Goldman Sachs）認為Google支付

的費用約佔蘋果公司服務業務年度總收入的25％，從截

至2020年6月以前的12個月收入看，Google支付的費用額

將略低於130億美元。即使是以80億美元這一較低金額計

算，也將佔Google報告的同期總流量獲取成本的四分之一

以上。

透過與蘋果公司的交易，Google能夠輕鬆接觸到超過

15億的已有用戶群，這些用戶習慣於支付高價購買高端

產品。根據Stat Counter的數據，全球三分之二的電腦、智

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都使用Google的Chrome網絡瀏覽器，

Google長期以來處理了所有設備類型中90％以上的網絡搜

索活動。Google在歐洲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網絡搜索市

場仍佔有97％的份額。

科技巨頭的反擊辯解

Google隨後也提出對報告不滿意的回應，Google首席

執行長Sundar Pichai指出，「這些報告的特徵，是商業競

爭對手，在搜索和其他服務過時且非事實的指控，美國人

根本不希望國會破壞Google的產品，這將損害民眾每天使

用免費服務的權益。」並指出：「反壟斷法的目的是保護

消費者，而不是幫助商業競爭對手。」

Apple也不同意這份報告，指出App Store為消費者和開

發人員創建了一個強大的生態系統，並且「開發人員」才

是生態系統的主要受益者；Amazon也提出反對意見並認

為，「擬議的變更，只會減少競爭。」

Facebook提出文件，認為將其拆分是「毫無成功機會

的事」，並列出了一系列原因，包括該公司的構成部分已

經過於複雜和相互關聯，其中任何一個部分—Instagram、

WhatsApp、廣告業務—都不能被分拆為單獨的公司，或

作為單獨的業務部門與其他部門完全隔開。該公司在報

告中說：「經過多年艱苦且耗資不菲的工作，Instagram和

WhatsApp現在已經整合在同一個訂製好的基礎框架之中，

這個框架是Facebook從頭開始建立起來的。」

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發布的報告承認

Facebook的觀點，即除非國會通過新的法律，否則不太可

能拆分任何大型科技公司。

複雜到不能拆的科技巨頭

Facebook的業務主要由三個非常不同的應用組成，即

核心應用Facebook，Instagram以及WhatsApp。後兩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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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2012年和2014年被Facebook收購。此後，Instagram

和WhatsApp對Facebook的前景變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

核心Facebook應用在美國和歐洲的使用量增長放緩的情況

下。Facebook近四分之三的廣告收入來自這兩個地區。

如果失去Instagram，對Facebook將特別痛苦。該應用

已成長為母公司Facebook廣告業務收入的重要貢獻力量。

Facebook不公布旗下各款應用的具體業績，但根據Visible 

Alpha匯總的分析師預期，Instagram今年產生了近200億美

元收入，占Facebook預計廣告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上述分

析師還預計，Instagram未來兩年將發展到占Facebook廣告

業務的近三分之一。

Google雖然沒有拋出類似「太複雜」的辯解，但該公

司也對之前收購的業務進行了深度整合，包括廣告巨頭

DoubleClick、流媒體巨頭YouTube和全球用戶最多的的移

動操作系統Android。

這四家公司從數字廣告、應用程式分銷到在線零售和

移動計算等行業已擁有前所未有的市場價值和主導地位。

若這些公司已經複雜到難以拆分，若它們繼續毫無限制地

成長10年會是什麼情況？這些公司都已規劃向醫療健康、

加密貨幣、腦機、天基電信和數不清的其他領域擴張。

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的銀

行，至今是大眾的夢魘。隨著科技巨頭進入的業務範疇越

來越廣，垂直整合越來越深，許多經濟學家和活動人士都

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太複雜而無法拆分」就像「大而不

能倒」一樣。

美國政府開啟約束科技巨頭勢力新時代

繼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司法委員會以449頁調查報告，

直指亞馬遜、谷歌、蘋果與臉書構成市場壟斷後，美國司

法部聯手11個州，正式以反托拉斯法名義起訴Google，指

其Google Search服務利用反競爭手段來維護其旗艦搜尋引

擎和相關廣告業務的壟斷地位。美國司法部對谷歌展開的

反壟斷訴訟，是多年來數碼巨頭科技公司受到來自政府監

管部門的最大挑戰。研究反壟斷法的專家說，Google反壟

斷案預示著美國政府開啟了約束科技巨頭勢力的新時代。

起訴內容認為Google藉由Android平台裝置高度市佔優

勢，並且將Google Search設為Android作業系統預設搜尋服

務，讓使用者習慣藉由Google Search服務查找內容，導致

其他搜尋引擎服務發展因此受限。

司法部指控稱，Google將從其平台上的廣告獲得的數

以十億美元計的資金，付給手機製造商、移動運營商和瀏

覽器供應商，比如蘋果公司及其Safari瀏覽器，旨在讓他

們繼續把Google作為預設的默認搜索引擎。訴狀稱，這些

付款對其主導地位形成了自我強化循環，明顯有構成市場

壟斷行為。

Google在後續簡明回應中，僅表示訴訟內容有盲點存

在，直指微軟同樣也在其Windows 10作業系統預設使用自

身打造的Bing搜尋服務，強調這樣的作法在市場發展相當

正常，並且說明使用者選擇Google Search是因為其使用便

利性，而非被強迫使用。

谷歌在網路搜索市場佔據著壓倒性優勢地位

對世界各地的互聯網用戶來說，谷歌（Google）是一

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這樣的獨特地位引出了一宗世紀

大案—美國司法部對谷歌提出反壟斷訴訟。

作為名詞的谷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搜索引

擎公司，市值一萬億美元。而作為動詞用的谷歌，則反映

出這家公司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

過去十年時間，谷歌在美國互聯網市場的優勢進一步

擴大。如今谷歌在網路搜索市場的份額超過了90％，在移

動操作系統市場的份額超過80％，在網路瀏覽器、地圖、

視頻等細分服務市場的份額也超過70％。在目前遭遇調查

的四大互聯網巨頭中，相比電商領域的亞馬遜、社交領域

的Facebook以及移動領域的蘋果，谷歌在自己的核心市場

佔據著壓倒性的優勢地位。放眼全球，除了中國、俄羅斯

等極少數國家，谷歌也幾乎在每一個市場都佔據著主導性

地位。

美國司法部表示，谷歌作為世界上一個最為有錢的公

司，「多年以來美國人近九成搜索用谷歌，谷歌用反競

爭手法維持和擴展自己在搜索和搜索廣告方面的壟斷地

位。」但美國富瑞金融集團（Jefferies）分析師Brent Thill

表示，即使將Google從每一部手機和設備上移除，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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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是會重新選擇Google，這就是當前搜索引擎領域的局

面。

臉書和谷歌在美國面臨新的反壟斷訴訟

全美46州加上華府、關島的「檢察長聯盟」，以及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2020年12月9日對臉書提出反壟斷訴

訟，指控臉書涉嫌挾雄厚財力收購潛在對手，打造出無遠

弗屆的社群媒體霸權；檢方主張此舉扼殺市場競爭，使消

費者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已構成非法壟斷、違背「反托拉

斯法」，下一步將尋求分拆臉書企業帝國。這場法律戰勢

必曠日廢時，但臉書恐被迫出售 Instagram、WhatsApp 兩

大資產。

聯邦和州政府官員正在調查這些科技巨頭是否濫用了

自身在互聯網經濟中的影響力：谷歌主宰了搜索和廣告，

而臉書主宰了社交媒體。

據StatCounter的數據，Google的Chrome瀏覽器控制著

全球上網瀏覽器市場約70％的份額，以及美國市場約一半

的份額。據市場研究公司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簡稱IDC）的數據，全球約85％的智能手機運

行Android操作系統，美國的這一比例約為56％。Google通

過在其產品中銷售廣告賺錢。

全球數字廣告支出的三分之一被Google收入囊中，該

公司2019年的廣告

總收入為近1,350億

美元。政府和業界

的Google批評者表

示，該公司通過反

競爭的做法積累了

這種市場力量。

Google作為廣

告經紀商的影響力

很大程度上來自於

對廣告技術公司的

收購，尤其是2008

年收購DoubleClick 

Inc.。批准這筆3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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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市場比率
谷歌在搜索市場的各平台都佔據主導地位，
特別是在移動平台。

2020年8月美國搜索引擎市場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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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交易的監管機構警告稱，如果Google以反競爭的方式

捆綁產品，他們將介入。

對於Facebook違反市場壟斷的調查，包含Facebook先

後收購WhatsApp、Instagram之後，似乎讓原本服務使用體

驗改變，甚至影響用戶隱私問題，其中更因為Facebook後

續決定將Messenger、WhatsApp、Instagram訊息內容串接，

更讓監管機構質疑是否做好用戶隱私保護。

同時，Facebook坐擁龐大用戶數據，持續透過不同方

式取得用戶隱私內容，同時限制外部服務存取Facebook數

據，更讓監管機構認為Facebook藉此影響市場其他競爭對

手，甚至指稱Facebook透過收購及複製競爭對手，例如當

時收購Instagram，以及後來模仿TikTok提供類似短影片服

務，因此讓美國眾議院等單位認定Facebook藉由數據優勢

造成市場壟斷。

不過，Facebook執行長Mark Zuckberg在出席美國參議

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時，強調不認為Instagram是Facebook

競爭對手，同時也說明收購Instagram與WhatsApp是為了讓

服務更多元化，並且讓這些服務能被更多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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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數據統計公司Statista公布2020年10月
世界各國用谷歌在電腦上搜索的比例

根據總部設在德國的數據統計公司Statista的數據，在2020

年10月，全世界共有12個國家及地區80％以上的電腦搜索使用

谷歌，其中包括巴西、印度、義大利、西班牙、澳洲、加拿大、

法國、英國、德國等。谷歌在中國使用率之低與其他地方形成鮮

明的對比。



巨頭的詛咒——權力集中，扼殺創新、供需失衡

《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也指出，自1998年以來，

各機構還沒有阻止過蘋果、亞馬遜、Facebook和Google等

公司的500多宗收購交易中的任何一宗，批評美國反壟斷

執法機構未能遏制這些公司的主導地位。

10年來，臉書完成67件收購案，其他科技巨頭如

Amazon共91件、Google高達214件。當世界只有一家「什

麼都賣」的店、剩下一個搜尋引擎，當你無論怎麼跳轉使

用平台，老闆都是同一個人，等於讓少數幾家企業把持生

活，最後只能任由企業宰割。

消費者數據是網際網路的「流通貨幣」。在生活中，

谷歌、臉書和亞馬遜幾乎無處不在。美國國會就制定國家

數字隱私法，以保護美國人不受新技術利用的必要性達成

了越來越多的共識。然而，人們也在不斷地暴露自己的數

據。

報告也提到，如今的科技公司已成為了石油大亨和鐵

路大亨時代的那種壟斷力量。從某種意義來說，如今的蘋

果、谷歌、亞馬遜和臉書可以類比於一個世紀之前的幾大

家族：洛克菲勒（石油大亨）、摩根（金融大亨）、范德

比爾特（運輸大亨）、卡內基（鋼鐵大亨），同樣都在各

自行業佔據著無可撼動的主導地位。但相比傳統行業壟斷

巨頭佔據資源和產能，互聯網時代的巨頭們主導的是數據

和演算法。誰控制著用戶數據，誰就控制著市場。

相較於過去的實體資產，如今的用戶數據具有更大的

價值。且數據是永續的，用戶在使用產品時會不斷生成新

的數據，大量的數據持續推動演算法提升，繼續擴大巨頭

們的主導優勢。蘋果、谷歌、亞馬遜和臉書同樣也是AI領

域的巨頭，他們控制著用戶的網路入口，掌控著用戶社交

聯絡、消費購物、興趣愛好等幾乎所有的數據。

當用戶的資料被蒐集，企業就可據此提供消費者個人

喜歡的商品或資訊，接收到資訊會愈來愈偏頗、單一。儘

管選擇的管道看似多元，但背後是同一家企業，且用資訊

過濾的方式餵食，消費端的選擇早就脫離自由意志和真

實，掉入企業的陷阱。企業一旦漲價、刪減某些使用者權

利，消費者也只能乖乖接受，因為沒有其他選擇。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指出，當大企業為了主導生態系統，壓制新興

的後進者，將扼殺創新與進步；而權力過度集中，產業的

影響力恐凌駕政府，貧富差距只會愈來愈大，稱為「巨頭

的詛咒」。

政府可採取的應對措施：立新法或分割業務

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主席David Cicilline批評

大型科技公司讓互聯網越來越「敵視創新和創業精神」。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傑弗裏·羅森說：「如果政府不執行反

壟斷法確保競爭機制，我們很可能失去下一波創新浪潮。

果真如此，美國人將永遠不會看到下一個像谷歌這樣的公

司。」

《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也概述國會可採取的一系

列應對措施，包括進行立法以迫使至少部分上述公司將某

些佔主導地位的在線平台與其他業務分開，以及修改反壟

斷法來改變這個被認為缺乏強力執法的局面。

美國眾議院反壟斷司法委員會的報告並不意味著大型

科技公司將在短期內被拆分。相反，該報告旨在向國會提

出廣泛的建議，以重塑反壟斷法，使其跳出目前在定價和

競爭方面保護消費者的狹窄範圍，從而考慮「工人、企業

家、獨立企業、開放市場、公平經濟和民主理想」。

反壟斷調查將對美國反壟斷立法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國會對互聯網巨頭反壟斷調查將對未來的美國反

壟斷立法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美國是最早進行反壟斷立法

的，早在1890年就通過了《謝爾曼法案》（Sherman Act）

對壟斷做出了明確規定，隨後又在1914年通過《克萊頓法

案》（Clayton Act）定義了價格歧視和阻礙競爭，並以此

創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隨後又通過一系列法律對反壟斷

法律進行了一些修正。

如美國眾議院調查報告所提到，此前美國反壟斷監管

法律的基本判斷標準是以消費者為重心，即壟斷是否影響

消費者的經濟利益。美國眾議院調查報告建議國會重新擬

定反壟斷法律，以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新變化，將壟斷判斷

標準改為以行業競爭為重心，即壟斷是否影響到行業其他

競爭對手的創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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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企業看重大數據的價值，視為營運不可或缺的一

環，各國也開始珍視小至住址、大到消費習性的數

位資料，甚至當成國家資產捍衛。亞洲和歐洲對築起數據

堡壘尤其積極，紛紛推動立法保衛境內數據不落外人手。

根據歐洲國際政經研究中心（ECIPE）和美國資訊科

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的資料，全球已有八國實施「數

據在地化」規定，要求境內蒐集的數據就地儲存，亞洲就

占五國，包括中國、越南和印尼。這些措施的用意似乎是

對外國科技公司設限，並扶植國內產業。

針對個資及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資訊，中國和越南都

嚴格限制跨境傳輸。但批評者指出，這類規定不僅含糊不

清，讓企業在遵行時備感吃力；這麼做也妨礙資訊自由流

通，阻止這些資源充分發揮效益。科技公司擔心，高築這

類數據堡壘，將窒礙創新。

宣示數據主權，歐盟加大數據保護力度

此外，歐盟在2020年11月25日提議立法建立一個涵蓋

歐盟全區的數據市集，以利區內各國分享產業和政府資

訊，前提是在主管當局監督下，依據歐洲標準保護這些數

據。此舉凸顯歐盟希望加強掌控區內數據，以抵禦美國和

中國大型公司的數位勢力入侵。歐洲長久來已嚴格限制當

地個人資料的使用和輸出，但這是首次將類似的保護從

個資擴及產業與政府資料。官員形容這是宣示「數據主

權」。此案涵蓋的資料包括公共行政資訊，例如健保紀錄

或人口普查結果；以及專屬資料，像是藍圖、專利製程和

市場研究等，已成網路駭客與竊賊垂涎的目標。

新立法的一項條款將強制公司處理某些政府資訊，以

保護這些資訊不受某些類型的外國政府移交要求的影響。

雖然受這項法律約束的數據可出口到海外，但企業需要確

保這些數據獲得與歐洲境內要求同等的保護，並且官員們

不排除未來出台法規限制某些敏感領域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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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加大數據保護力度，
以抵禦科技巨頭的影響力

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也為個人數據提

供了類似的保護。

歐盟擬推新規 限制科技巨頭的市場影響力

歐盟監管機構正草擬一份「管制名單（hit list）」，

對象包含多達20家大型網路公司，可能包含矽谷科技巨頭

臉書和蘋果，目標是推出更嚴格的新規定，限制這些企業

的市場影響力。被列入這份名單的大型數位平台，須遵守

比小型競爭對手更嚴苛的法規，包括強迫他們與競爭對手

分享數據，和有義務進一步公開蒐集資訊的方式。這份企

業名單將依據一系列標準所擬定，包含市占率（以營收計

算）和用戶數。有些企業被視為極具影響力，競爭對手不

得不使用他們的平台來經商，這些企業也會被列入名單。

歐盟採取這項行動取得新權力，是擴大強制大型科技

公司改變商業操作的一環，這項新規不須啟動全面調查，

或發現這些公司違反現行規定才能執行。管制科技大廠的

數量與確切衡量標準仍在討論中，但這是歐盟認真看待取

得權力來限制數位平台影響力的最新證明，因認為他們

「規模過於龐大，不能等閒視之」。

英國成立數位市場部門 規範網路巨擘

繼歐盟開始對谷歌、蘋果、亞馬遜、臉書等大型科

技業者進行嚴格控管後，英國政府也宣布將在2021年4月

起，透過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底下新成立的數位

市場部門（Digital Markets Unit）集中管理大型科技業者發

展模式，以利小型業者能有足夠生存空間。此新的監管單

位成立的宗旨是「為了確保消費者和小型企業不會處於劣

勢」，將管理目前主導市場的網路平台，提高它們在利用

使用者個資，以及個人化廣告方面的透明度。屆時將有權

「暫停、禁止和撤銷科技巨擘的決定」，勒令它們採取行

動或對它們處以罰款。華



中
國金融科技巨擘螞蟻集團原定在2020年11月5日，

於香港及上海兩地IPO （首次公開發行）上市。就

在螞蟻集團即將風光上市倒數三天，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被中國四大監管單位（包括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

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集體約談」之後，

IPO戛然喊卡，震驚全球。

螞蟻科技集團若按原計畫在滬港同步掛牌，可望創下

三項紀錄：籌資約345億美元，創人類史上最大IPO（首次

公開發行）、創造至少19名億萬富翁，大多為阿里巴巴合

夥人；馬雲財富可望衝到716億美元，躋身全球十大富豪

之列。

中國市場監管機構邁出遏制科技巨擘壟斷第一步

馬雲被約談後，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於同日發表

政策文件，包括網絡小額貸款不得用於債券、股

票等投資和購房，並強調要加強監理。在

這之前，中國人民銀行於10月21日正

式發布《金融科技創新應用測試規

範》、《金融科技創新安全通用

規範》、《金融科技創新風險

監控規範》三項金融科技行業

標準。

接著在11月10日，國家市

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於平

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一

連串的動作，顯示中國市場監管機

構邁出了遏制國內科技巨擘壟斷力量

的第一步。

螞蟻集團的崛起與壯大

馬雲在2008年矢言，「如果銀行不改變，我們就改變

銀行。」而螞蟻的成立，從根本上改變了數億中國人的消

費、儲蓄、投資和借款方式。（螞蟻集團相關背景，請參

考《華商世界雜誌》第47期〈全球最大獨角獸螞蟻集團將

上市〉一文）

如今，阿里巴巴獨立出來的螞蟻金服擁有10億用戶，

機構用戶逾8000萬家，數位支付交易（支付寶）2019年規

模超過16兆美元，已接近整個歐盟的GDP。其信貸業務

「花唄」和「借唄」為數百萬個人發放貸款，貸款業務更

是占到螞蟻收入的四成。支付只是基本用法，用戶還可以

在平台上借錢、從6000種投資商品中挑選投資標的、購買

健康保險。這像是所有大銀行、華爾街券商、幾大資產管

理公司和保險公司全部塞進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裡，而且幾

乎每個人都在用。

憑藉龐大使用者資料以及中國政府對

於個資使用的規定相對寬鬆，螞蟻科

技可大量蒐集關於使用者的資訊；

它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有多達

3,000個變數，它的自動化系統

可在3分鐘之內核准貸款。螞

蟻集團可說是目前全球最高度

整合的金融科技平台，它的業

務包含數位支付（支付寶）、

消費者借貸（花唄、借唄）、資

產管理（餘額寶）及保險四大領

域。

發展十多年來，螞蟻集團業務已經遍

從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對阿里巴巴集團關聯企業螞蟻金服出手，市場分析就認為，這是官方整治

大型互聯網平台企業力度趨嚴的訊號，以避免「大到不能倒」、壟斷、破壞市場穩定、觸及官方底

線等風險，也反映全球各地監管機構趕不上創新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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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不能倒 
中國加入遏制科技巨擘壟斷行列

螞蟻財富

花唄

借唄 相互寶

好醫保

數字支付

數字金融

螞蟻保險

餘額寶
理財科技

微
貸
科
技

保
險
科
技

數字生活



及水電支付、金融借貸、支付寶、芝麻開門、數位監控、

社會信用體系，滲透中國社會各層面，掌握數億人口大數

據，涉及巨額民間存款以及信用不佳的信貸業務。螞蟻集

團的服務改變中國民眾消費付款的方式，且按照募股書中

的資料，旗下小額貸款服務花唄及借唄年活躍用戶也高達

5億人，總計放款金額達2.1兆人民幣。此外，阿里巴巴現

在占中國網上銷售額的四分之三，占中國零售總額的近五

分之一。它還在迅速收購各個品類的實體店。 

監管爭議（一）從事金融服務，就應被金融監管

螞蟻集團把自己描繪成一家科技公司，而非金融機

構，目的之一是避免受到監管機構的審視。此轉變可從螞

蟻集團由其原名「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在2020年7月

更名為「螞蟻科技集團」見其端倪。

螞蟻集團其支柱業務支付寶2019年處理的交易規模超

過15兆美元，這一數字已經接近整個歐盟的GDP。根據招

股書，螞蟻集團的收入（2019年超過人民幣1200億）來源

主要有數位支付平台以及數位金融科技平台。金融科技

平台在2019年超越支付平台成螞蟻最大收入來源。數位金

融科技又可再劃分為微貸科技（占2020年上半年總收入的

39％）、理財科技（16％）、保險科技（8％），分別向

合作的銀行、提供基金及其他理財商品的金融機構、保險

機構，提供技術服務。且在短短一年內，通過螞蟻集團平

台獲得貸款的中國用戶就達到5億，截至2020年6月底，螞

蟻集團促成的消費貸餘額幾乎佔中國短期消費貸餘額的五

分之一。這驚人數字也揭示螞蟻集團為何受到嚴格監管。

螞蟻集團給金融系統帶來的風險是，其像金融機構一

樣運作，但卻沒有像金融機構那樣受到監管。中國銀保監

會前官員嵇少峰在財經媒體財新的金融專欄中寫道：「雖

然螞蟻力圖去金融化，強調數位科技，但信貸在其主營業

務收入中的絕對占比，以及極高的槓桿率，一直受到監管

部門及資本市場嚴重關注。」

監管爭議（二）中國透過數位人民幣，加強對電

子支付數據追蹤

中國透過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民營主導的技術，

現正邁向無現金社會。馬雲旗下螞蟻集團利用支付寶提供

從貸款到支付各項服務，原本要在這樁全球最大的IPO案

籌資350億美元，一面也展現中國在金融創新方面的新興

領導地位。中國政府積極發展數位人民幣（DCEP），然

而市佔率高達九成的支付寶及微信支付，讓數億使用者的

交易繞過中國的央行，中國期待透過數位人民幣，加強對

電子支付數據的追蹤。

監管爭議（三）個人資訊安全和資料安全

透過支付寶平台，螞蟻集團收集巨量資訊，舉凡用戶

在哪工作、住的區域、交友圈，打車

會不會放司機鴿子、網購商品是理財

書籍還是麻將骰子。透過10億人交叉

金流數據網，支付寶幾乎已經可以預

知用戶一生的財富變動。

隨著由電商平臺、移動支付和快

遞平臺構成的強大網路，金融數據及

個人資訊等大數據就是一種大資產。

中國消費者也表示擔憂，網上購物、

外賣和網約車平台正在使用它們收集

的用戶數據來進行歧視性定價。在資

訊社會裡，資料已經成為新的壟斷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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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還是科技公司?

創新倡議及其他

0.8%

信貸科技

39.4%

保險科技

8.4%

投資科技

15.6%

數位支付與商業服務

35.9%

與銀行共同貸款是螞蟻集團最大的收入來源

註：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資料
資料來源：螞蟻集團公開招股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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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能落入監管審視的還有騰訊各平台間的用戶

數據共享，尤其是考慮到其微信平台擁有12億用戶，已經

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絡。

中國官方也表示，將彌補數據隱私保護制度漏洞。除

了《民法典》明確了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國家層面制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政府正在研究制定金融數

據安全保護條例，構建更加有效的保護機制，防止數據洩

漏和濫用。

中國以反壟斷之名嚴控平台經濟

螞蟻集團的崛起，部分原因在於中國願意讓它進行實

驗，然而，當這家金融科技巨頭從支付到消費金融等領域

都占據主導地位時，中國監管機構也會進一步上緊發條，

最終演變成「暫緩上市」的結果。雖然也有人認為是因為

螞蟻集團創始人馬雲2020年10月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的

發言所引起。

中國互聯網監管機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在發表文

章中表示，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了競爭失序、虛

假營銷和個人資訊泄露等問題。該機構警告說，中國的科

技公司不應該讓消費者成為「算法囚徒」。

中國陸續出爐的金融監管規定

中國官方對於螞蟻金服等以金融科技公司自稱的互

聯網業者，早從2018年，甚至2014年起就開始逐步進行收

網，納入金融監管。例如2018年對資產證券化訂定門檻，

提高以帳務賣給銀行再融資（類如ABS）的障礙，同年6

月30日起正式「收編」所有網路金融，要求支付寶、微信

等支付機構涉及銀行帳戶的網路支付清算，都必須透過

「網聯支付平台」處理，等於將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

付業者手中的大數據資料，繳交中央統一控管。

2020年中國監管部門連出重拳規範平臺經濟秩序。11

月2日公布《網路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草案》，對

網路小微貸款訂定新規範。專家分析表示，網路小貸管理

辦法，打中螞蟻集團主體業務的三命脈：未經銀保監會批

准，網路小額貸款業務不得跨省級行政區域推展；個人單

戶網絡小貸餘額原則上不得超過人民幣30萬元，不得超過

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三分之一；對法人或其他單戶網路小

貸餘額原則上不得超過人民幣100萬元；以及在單筆聯合

貸款中，經營網路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

率不得低於30％。這草案被外界視為限制螞蟻未來發展。 

首次界定中國國內科技行業的反競爭行為

中國大陸互聯網平台市場長期由阿里巴巴、京東、美

團等巨頭分據，為打擊壟斷、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

消費者權益，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020年11月10日公布

「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向市

場公開徵求意見，首次嘗試界定中國國內科技行業的反競

爭行為。美團、拚多多、京東、騰訊、阿里巴巴等中國電

商巨頭的股價應聲大跌。這是中國官方繼汽車業、原料藥

領域後，再推出針對重點領域的反壟斷指南。中國國家市

場監管總局目前先徵求公開意見，至11月30日截止。

該徵求意見稿從「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所有

權行為」、「經營者集中」、「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

競爭」四個方面做為切入點，定義了平台經濟領域的壟斷

行為。「徵求意見稿」並提出對於市場支配地位（二選一

等行為）、不公平價格行為、低於成本銷售、限定交易、

差別待遇（大數據殺熟）、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

等壟斷行為的認定。

壟斷行為（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中國監管機構瞄準的問題是，科技公司為其各自商業

帝國設立高壁壘。例如，騰訊旗下無處不在的即時消息

應用微信（WeChat）不允許用戶分享TikTok的姊妹應用抖

音的視頻，也不允許使用者通過點選連結進入阿里巴巴

的淘寶（Taobao）電子商務網站。使用騰訊旗下的支付服

務微信支付（WeChat Pay）的用戶不能在阿里巴巴的淘寶

（Taobao）網上商店購物，也不能在微信（WeChat）內輕

鬆共用淘寶商品的連結。

巨型企業設置障礙，試圖藉由無限擴大自己的生態系

統以擠壓競爭對手。根據反壟斷指南新規草案，這種策略

可能被視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較大的平臺還可能被迫向

競爭對手開放，甚至共用一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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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行為（二）「大數據殺熟」差別待遇

監管機構針對的壟斷行為包括使用排他性條款阻礙競

爭，根據客戶的消費行為和資料對客戶進行差異對待，以

及迫使客戶購買捆綁的產品以獲得他們想要的產品。這就

是「大數據殺熟」，電商平台運用大數據和演算法，對新

客戶、老客戶實施差別交易價格。

中國科技企業在提供貸款、打車、外賣和旅行票務等

各種服務時，通過其平臺收集海量資料，這些資料使得它

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對待每一位元潛在客戶。新規草案瞄

準這種價格歧視，並提出如果補貼阻礙了市場競爭，那它

就是違法的。

壟斷行為（三）企業選邊站，二選一

多年來，中國的科技平臺一直迫使其商家、供應商、

甚至是它們投資的初創企業選邊站，這種做法被稱為「二

選一」。「二選一」是電商平台施壓廠商不得在其他平台

銷售的壟斷行為。

中國送餐市場的兩大參與者—美團（Meituan）和餓了

麼（Ele.me）—分別由騰訊和阿里巴巴持股。根據現行的

電子商務法律，這兩家企業的本地運營商已經因為要求餐

廳「二選一」而遭到罰款，而新的指南更是明確地禁止這

種做法。

壟斷行為（四）收購交易未受反壟斷審查

「徵求意見稿」還特別提到協議控制（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VIE）架構的經營者集中也屬於反壟斷審查

範圍，規定若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經

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未申報的不

得實施集中。

這意味企業應該依法申報，經營者集中沒有申報的要

進行補辦，這可能會涉及到大量案件。例如阿里巴巴收

購送餐企業餓了麼的交易可能就需要向反壟斷監管部門報

批，但這筆交易並未遞交審查申請；鬥魚和虎牙的合併；

騰訊等網路巨頭大量的併購等。

監管的重點在於禁止資料平臺和金融仲介之間的利益

捆綁，擁有資料的平臺不能利用關聯的壟斷平臺進行客戶

綁架和強制推銷；同時，涉及信貸資產的壟斷資料平臺更

需要自證清白，證明自己不涉嫌資料造假。

這是繼美國以及歐盟採取限制包括亞馬遜、谷歌、臉

書和蘋果等互聯網大公司的壟斷地位的措施後，中國當局

計劃監管互聯網巨頭的手段。

龐大的中國互聯網巨頭

中國的科技公司控制了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阿里巴

巴和京東兩家公司，在中國的電子商務中佔了約四分之三

的市場份額。2020年9月，阿里巴巴的活躍用戶總數為8.81

億，這超過了中國總人口的一半。螞蟻集團在全世界共有

約13億用戶，大部分在中國。

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數碼支付系統—支付寶，就是由螞

蟻集團運營。另一個中國科技巨頭騰訊，旗下有支付寶的

競爭對手—微信支付，騰訊還有全球最大的遊戲公司。這

些應該都會受到反競爭指南的監管。

避免「大到不能倒」．全世界反壟斷潮流興起

從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對阿里巴巴集團關聯企業螞蟻金

服出手，市場分析就認為，這是官方整治大型互聯網平台

企業力度趨嚴的訊號，以避免「大到不能倒」、壟斷、破

壞市場穩定、觸及官方底線等風險，也反映全球各地監管

機構趕不上創新的步調。

全球互聯網平台的爆炸性增長也讓各國政府感到不安

和警惕。歐盟宣佈對亞馬遜公司展開反壟斷訴訟。亞馬遜

被指控在德國和法國濫用自己的市場壟斷地位。美國司法

部也對搜索引擎巨頭公司谷歌的獨大地位提出訴訟。

無論是美國對谷歌提出的反壟斷訴訟還是中國草擬中

的反壟斷指南，都強調反壟斷的目的之一是保持經濟中的

競爭機制，從而激勵創新。

國際清算銀行（BIS）總經理Agustin Carstens即表示，

工業革命花了一個世紀才帶來經濟的結構性變化，而科技

進步卻在短短幾年內就做到了。他在2020年11月2日的香

港金融科技周論壇上說：「從最初的小到無所謂，短短幾

年內就變成大到無法忽略，現在則已經到了大到不能倒的

地步。」華



 

英
國柯林斯字典（Collins Dictionary）詞典編纂人表

示，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

間，各國政府紛紛祭出防疫措施，「封鎖」（lockdown）

儼然成為全球抗疫經驗的同義詞，因此雀屏中選，成為

2020年代表字。

柯林斯字典十大代表字中，6個與全球衛生危機有關

COVID-19疫情大流行影響了語言的日常使用方式，

柯林斯字典2020年度10大代表字中，就有6個與全球衛

生危機有關，除了「封鎖」之外，還包括「冠狀病毒」

（coronavirus）、「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自

我隔離」（self-isolate）、「無薪假」（furlough）和「關

鍵工作者」（key worker）。

Black Lives Matter也廣泛出現在對話和報導中

除了新型冠狀病毒外，其他重要的社會和政治發展，

也反映在2020年度代表字清單中。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遭警察壓頸致死，引發眾怒，全球各地

紛紛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

浪潮，也讓各界對相關社運有了新的認識。反種族主義和

警察暴力示威遍地開花後，通常用作社群媒體標籤的「黑

人的命也是命」縮寫BLM，也廣泛出現在對話和報導中。

韋氏辭典2020年度代表字「大流行」

世界衛生組織（WHO）2020年3月把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定性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令這個字成

為當時最熱門的字眼。1831年成立的韋氏公司（Merriam-

Webster）在官網上表示，「大流行」（pandemic）一字在

Variety 世界萬象

英國柯林斯字典（Collins Dictionary）公布2020年度代表字，「封鎖」（lockdown）；隨著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肆虐全球，這個字的使用頻率大幅增加。美國辭典界執牛耳地位的
韋氏出版公司（Merriam-Webster）宣布，挑選出「大流行」（pandemic）為2020年度代表字。

網路字典搜尋次數最多。韋氏公司說：「有時候一個字彙

就可以定義一個時代，而在這個特別、異常艱困的一年，

符合寫照的一個字彙立刻脫穎而出。」

牛津英語大辭典無法只用一個字概括

2020年一整年變化萬千又迅速，牛津英語大辭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無法一如傳統選出單一年度

代表字，而是改為探討今年語言發展得有多快、多深遠。

牛津英語大辭典表示，由於語言不斷迅速適應新情勢，因

此「很快就可以明顯看出，2020年無法單單只用一個字概

括」。報告隨著一整年時序推進，依據字彙使用的高峰

期，詳細說明特定月份最重要的代表字。華

2020年度代表字
Lockdown、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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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語大辭典2020年特定月份最重要的代表字

1月
澳洲遭逢歷來最嚴重的野火季，代表字為「叢林大
火」（bushfire）。

2月
美國總統特朗普彈劾審判終結，最重要的字彙為
「宣告無罪」（acquittal）。

3月

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字詞開始稱霸，包括
2月11日首度記錄到的全新字眼COVID-19，以及
「封鎖」（lockdown）、「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和「解封」（reopening）。

6月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使用量
大爆發，接著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和「非裔、原住民與其他有色人種」（Black ,�
indigenous�and�other�people�of�color）的英文縮寫
BIPOC。

8月

8月代表字為「郵寄」（Mail-in）和「白俄羅
斯人」（Belarusian），分指美國總統大選的
郵寄投票和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柯（Alexander�
Lukashenko）。

9月
英國政府把大規模冠狀病毒採檢計畫命名為「射
月」（Moonshot）。

10月

「淨零」（n e t � z e r o）和「超級傳播者」
（superspreader）兩字特別突出。「淨零」指的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中國要在2060年之前實現
碳中和（carbon�neutral）目標；「超級傳播者」一
詞使用率大增，則是因為美國白宮舉行聯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提名儀式後出現COVID-19群聚感染。



 

1200年來，威尼斯每逢大潮必定淹水。2020年10月，威尼斯市府全面首次測試防洪系統「摩西
計畫」（Mose project），首度成功阻擋海潮帶來的大水湧入市區。可惜「摩西」在12月的強風大雨
中，功虧一簣。

2020年度代表字
Lockdown、Pandemic

威尼斯啟用「摩西計畫」
首度成功擋水患

義
大利水都威尼斯每年10月至隔年3月都會出現異常

潮汐「Acqua Alta」，有時會帶來嚴重的洪水，2020

年10月，威尼斯市府全面首次測試防洪系統「摩西計畫」

（Mose project），首度成功阻擋海潮帶來的大水湧入市

區。預計將於2021年底正式啟用。

「摩西計畫」以防洪閘門分隔大海與威尼斯瀉湖

這項水利工程正式名稱為「實驗性機電模組」計畫，

以義大利文的縮寫稱為「摩西」（Modulo Sperimentale 

Elettromeccanico，MOSE），該計畫以防洪閘門分隔大海

與威尼斯瀉湖，如同《聖經》中摩西分紅海的描述，故得

其名。

威尼斯建於威尼斯潟湖上的百多個島嶼，過去的發展

導致威尼斯的地基一直向下沉，過去一百年之間已經下沈

了約二十四厘米，再加上全球暖化，使南極及北極的冰塊

融解，海平面每年上升，引致威尼斯有可能在未來數十年

滅頂，至2100年將不適合人類居住。

考古學家分析，過去兩百年中，威尼斯的吃水線上漲

了將近80厘米，而且上漲速度還在加快。威尼斯著名的聖

馬可廣場，一千年前一年平均被大海淹沒九次，但是現今

一年可能要淹沒一百次以上。所以科學家也認為，如果再

不搶救威尼斯，那麼這座歷史名城將逐漸為大海所吞噬。

預計2021年12月竣工，總支出將達80億美元

「摩西」計畫最早於1984年提出。2003年1月，當時

的義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啟動摩西計劃，修建活

動水閘攔截海潮，保護威尼斯，同年4月29日正式奠基。

但摩西計劃因預算超標、出現貪腐現象等原因一再延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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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直到2019年11月，威尼斯慘遭五十年來嚴重洪災，水

淹至1.87公尺高，名勝古蹟、商家，房屋等合計損失達10

億歐元及2死後，當局才加緊興建速度。目前已耗資64億

美元，預計2021年12月竣工時，總支出將達80億美元。

「摩西」共有78道可升降閘門，每當氣象預報會有大

海潮，且水位漲超過1公尺時，閘門就會從埋入海底的水

泥基座升起，在潟湖與亞得里亞海之間形成阻擋海水湧入

的堤防，最高可阻擋1.28公尺的大潮。

12月威尼斯再度淹水，功虧一簣

「摩西」10月的初戰，成功攔截了潮水，但在12月威

尼斯淹水季節的重要時刻卻出了大包。摩西計畫有兩個限

制：若要啟動摩西，一是海平面升高必須達到130公分，

二是啟動摩西至少需要「提前48小時」的使用預警。

12月9日這幾天，威尼斯的天氣預報僅預測到降雨會

讓海平面升高至120公分，這距離啟動摩西還有一定門

檻。但隨著地中海的季節風——西洛克風（sirocco）——

從克羅埃西亞吹來強勁東南風，再加上威尼斯附近的兩條

河流水位高漲，水位一度上升到145公分，這才在極短時

間內「突襲」了威尼斯。面對突然惡化的天氣狀況，且在

啟動摩西需要48小時提前預警的情況下，威尼斯地方政府

根本來不及反應。

原本對摩西治水寄予厚望的威尼斯如今再度淹成水鄉

澤國，目前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除了

摩西的啟動條件，還包括如何應對

迅速惡化的全球氣候變遷，但這

個問題，單靠摩西計畫似乎

無法解決問題。華



全球最大的機場博物館
新伊斯坦堡機場博物館正式營運

新
伊斯坦堡機場於2020年7月開設了一個新的博物

館——新伊斯坦堡機場博物館（The Istanbul Airport 

Museum），展示了安納托利亞文明，作為為土耳其通往

世界門戶的文化和藝術場所。

2019年約有1500萬人從伊斯坦堡進入土耳其，另有

1500萬人將其用於過境旅行。因此，文化和旅遊部長穆罕

默德．努里．埃爾索伊（Ersoy）表示，伊斯坦堡機場博物

館是在該國促進旅遊業的戰略之一，將提高人們對安納托

利亞文明的認識，尤其是在過境旅客中。「我們的目標是

使博物館與機場一起成為一個新的吸引力中心。」

首檔展覽為「土耳其寶藏：王的臉孔」

新伊斯坦堡機場博物館的首檔展覽為「土耳其寶藏：

王的臉孔（Treasures of Turkey: Faces of the Throne）」，展

出來自土耳其國內29間博物館的316件精彩文物，涵蓋來

自Göbeklitepe和Çatalhöyük發掘的史前時期的文物，以及

屬於安那托利亞、羅馬、拜占庭、塞爾柱克、奧斯曼帝

國和共和時期的物品。包含史上的第一份和平協約—西

元前1259年埃及人和赫梯人（Hittite，西臺人）之間簽署

的卡佚石條約（Treaty of 

Kadesh），以及鄂圖曼土

耳其帝國蘇丹使用的衣物

（Talismanic Shirt-Kaftans）

等，這些重量級的文物都

可以在新伊斯坦堡機場博

全球最大的機場博物館—新伊斯坦堡機場博物館（The Istanbul Airport Museum）2020年7月正

式營運。新伊斯坦堡機場博物館是國際上繼美國舊金山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後，再度

有國家於國門專設博物館，以推廣國家歷史文化的案例。

物館裡面看到。此外，該博物館也設有互動裝置，介紹土

耳其境內知名的文化遺產，其中一些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期望博物館文物改變遊客停留土耳其

新伊斯坦堡機場的負責人Kadri Samsunlu說，「我們

希望將這座擁有出色旅客服務的國際交通樞紐，提升為一

座藝術文化的場域，將旅客的注意力轉向土耳其的藝術文

化」，「有了這座博物館，我們就能在同一處展示所蒐集

到的珍貴歷史文物，否則我們不可能一次就能吸引到人們

的目光」，「我們希望能夠藉此打動旅客，讓他們留下印

象，並用我們在博物館展出的文物來改變他們的假期旅遊

路線。」

機場景點全球興起

伊斯坦堡不是第一個擁有自己的博物館的機場。舊金

山國際機場於1980年創建了第一個展覽項目，成為第一個

博物館在機場被美國博物館聯盟得到認可，1999年截至

目前，館內有20多個畫廊舉辦不同的文化活動。在荷蘭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Schiphol Airport）自2002年以

來也一直在策劃展覽，與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和

NEMO科學博物館等機構合作。

機場景點正在全球範圍內興起，而新加坡「樟宜機

場」在「遊樂」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日本的Chubu Centrair

有一個機場主題公園，慕尼黑國際機場是一家釀酒廠，阿

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有兩個微型博物館。此外韓國首爾仁

川國際機場安裝了AmazeVR，推出了首個虛擬體驗項目。

華

Variety 世界萬象

54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

博物館的首次展覽將被稱為

「土耳其的寶藏：王位的面

孔」。（圖片來源╱GA機場）



 

土耳其西部發現距今近2400年的狄俄尼索斯陶俑面具

穆拉塞克曼（Mugla Sitki Kocman）大學教授、考古學

家凱恩．艾倫（Kaan Iren）在土耳其西部巴爾基爾省的達

斯基萊昂（Daskyleion）古城主持發掘工作。發現了一個

距今近2400年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陶俑面具，

他是希臘羅馬的葡萄酒神和狂喜之神。

艾倫表示，這可能是一個奉獻的面具。面具是酒神傳

說中常出現的主題。狄俄尼索斯以其無數的別名而被稱為

「蒙面神」，在戲劇和狂歡中被廣泛引用，兩者都與蒙面

息息相關。依據傳說，戴上狄俄尼索斯面具會使信徒們擺

脫隱藏的慾望和遺憾。這種解放感鼓勵演員「充分體現自

己的角色」（並轉變成舞台上的角色），因此也促成了狄

俄尼索斯劇場的發展。

達斯基萊昂古城位於巴爾克西爾的班德爾瑪區曼亞斯

湖畔，據土耳其文化和旅遊部網站報道，公元前7世紀，

著名的呂底亞（Lydia）國王達斯基洛斯從薩爾迪斯來到

這座城市時，這座城

市被命名為達斯基萊

昂。他的兒子吉格斯

出生在這裏，後來，

這座城市改名為利迪

亞。在吉格斯成為國

王后，這座城市在公

元前650年左右重新改

名為達斯基萊昂。華

雅典市在進行下水道工程時，意外發現保存狀況良好的希臘「旅行之神」赫密士（Hermes）

神像；土耳其西部發現保存良好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陶俑面具。這些陸續出土的古代雕

像，都已有約2300～2400年的歷史。

在
古希臘、土耳其時代，栩栩如生的雕像，有時甚至

比人更高大，且高聳於廟堂之上，讓跟隨者尋求祝

福和奉獻。大多數雕像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陸續消失，但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偶然發現這些被遺忘已久的殘跡，為

遙遠的過去打開了一扇窗戶。

雅典下水道工程大發現‧意外出土2300年前雕像

雅典市在11月進行下水道工程時，意外發現保存狀況

良好的希臘「旅行之神」赫密士（Hermes）神像，歷史可

追溯到西元前300多年。類似雕像多在古雅典時期作為街

道路標，其歷史可追溯至西元前4世紀，也就是西元前400

年至300年這段時間（約東周戰國中期）。

希臘文化部說，這個頭像應該是古希臘時期，安置在

路口，擔任街道標記的用途。希臘文化部表示，一般的赫

密士雕像都是描繪赫密士的年輕樣貌，而此次發現的是赫

密士雕像面貌是他的壯年期，相對較為少見。

         赫密士是奧林匹斯十二主神

之一，以靈敏、迅捷的飛毛腿形

象最著名，因此是信使神、

旅行之神、運動與競技之

神，之後又衍生為商業之

神、偷盜之神等形象。到

了羅馬神話中，類似的角色

是墨丘利（Mercurius）。著名

法國奢侈品牌「愛馬仕」，字

源就是Hermes。

希臘、土耳其
考古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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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市在進行下水道工程時，意外

發現赫密士（Hermes）神像。

▼

土耳其西部發現保存良好的

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陶
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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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的磚壁畫《驛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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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社會存在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開設銀行戶口、

收取郵件、買車買樓、處理公司文件等，全部都要

蓋章。日本首相菅義偉上任後，推動許多破舊習改革，其

中重點項目就是廢除用印文化，消除繁瑣的蓋章流程，加

快效率；尤其疫情期間，企業增加居家勤務，為了避免書

面用印特地出勤，省去蓋章流程，也是防疫工作的一環。

行政改革與數碼化是菅義偉重點政策

行政改革與數碼化是新任首相菅義偉的重點政策，因

此在上任後，內閣就增加了一位數位廳大臣。菅義偉2020

年9月在行政數碼化會議中指示，2025年度要完成將各地

方政府的行政系統統一化。他表示，統一行政系統之後，

民眾即使搬家也能接受相同的服務，若要對全國一起迅速

地給付補助，統一與標準化是不可或缺的工作。菅義偉也

要求加速推動國民身分號碼卡（my number card）普及，

目標是在2022年度讓幾乎所有民眾都領到。

日本內閣10月起將所有文件跟行政手續改以數位化

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9月時表示，現行的日本公文

中，約有1萬1千件行政公文跟手續需要蓋章審核，手續跟

遞交過程緩慢又繁複，他要求廢除日本公文遞送的印章文

化。因此從10月開始，內閣將所有文

件跟行政手續改以數位化，讓行政手

續只需要在網路上作業，就能迅速進

行。

目前，除了銀行印鑑跟法律規定

的部分文件，需要檢討是否廢除印

日本印章文化淵遠流長且在生活中普及。日本新首相菅義偉上任後將行政改革跟數位化當成執

政重點。因此，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第一步指示的就是要廢除日本公文遞送的印章文化，從2020

年10月開始，所有文件跟行政手續，改用數位化進行。只是廢除印章文化的做法，恐怕將影響全國

的印章店營運維生，屆時該怎麼處理將成為改革課題。

章，其餘文件從10月1日開始，儘管文件上還有印章欄，

但已不用蓋章，直接略過就好。未來，書面跟使用傳真的

報告基本上也會陸續廢止，全面進行數位化管理。只是廢

除印章文化的做法，恐怕將影響全國的印章店營運維生，

屆時該怎麼處理將成為改革課題。

在日本「印章」可能比身份證更重要

對日本人來說，在日常生活中「印章」可能比身份證

更重要。在日本，印章不僅僅是個簽名形式，簽署正式法

律文件時都必須加蓋印章。因此，日本企業目前還有很多

流程都需透過許多紙本的辦公文件來完成。

2020年6月19日，日本內閣府、法務省、經濟產業省

聯名發表「即使不蓋章，也不會影響合約效力」的觀點，

但卻依然受到「全國印章業聯絡協議會」及「保護日本印

章制度文化議員聯盟」等團體的牽制。全日本有約10萬名

從業人士，印章產業規模大，業者擔心過度的廢印政策，

恐怕對社會也造成打擊。

10月1號「印鑑之日」，凸顯日本對印章的情感

公元57年，印章由中國漢朝傳入日本。約莫16世紀，

當時武士開始流行刻印章當身份證明，之後傳入民間，一

路發展為日本獨特的印鑑文化。明治時代形成了類似於現

代印章登記備案的制度，在簽約等情況下，以蓋章來證明

「本人同意」的做法在日本社會普及開來。

日本人對印章有著深深的情感，更將150年前明治政

府的署名制度制定日訂為「印鑑之日」，每年10月1號，

都會有神社舉辦祭典，專門替被淘汰的印章進行法事。華

廢除印章文化
日相菅義偉新政第一步

56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八期

Variety 世界萬象



 s

日
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日本發現可能是現存最

古老的論語紙抄本，專家認為，這份紙抄本是一窺

論語原來樣貌的重要資料。

《論語》是儒家的重要經典著作

《論語》是孔子（生於西元前551年左右∼前479年）

及其弟子言論的匯編，由孔子門生及再傳弟子集錄整理；

是儒家的重要經典著作，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

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料。南宋時朱熹將《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使之在儒家經

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今本《論語》共計20篇，1.2萬字。

皇侃完成《論語》注釋書——《論語義疏》

而針對《論語》注釋書之一的《論語義疏》，是由

中國南北朝時代由南朝梁（西元502∼557年）儒家學者、

經學家皇侃（488∼545）於梁武帝時期所撰寫完成的十卷

《論語義疏》。《論語義疏》的正式名稱應為《論語集解

義疏》，在經學史上具有獨特之地位與價值，代表了魏晉

至南朝經學融合儒道的思想與方法，

可以與當時文學思想互證。皇侃《論

語義疏》對於文學理念的影響，主要

體現在性情之辨與理想人格的構建

上，這二者是皇侃《論語義疏》中的

精華所在，也是對於當時文學思想影

響最大的地方。

由於《論語義疏》在中國已於12

世紀左右丟失，因此作為佛典以外所

彙整的紙製抄本，研判此為現存的最

古老級，專家認為這對中日思想史及交流史等研究而言是

貴重史料。

紙抄本應是6世紀左右在中國所書寫

研究團隊進行調查時，從文字字形及紙的材質研判，

這份紙抄本應是6世紀左右在中國所書寫，之後被攜入日

本，並被日本平安時代的藤原氏所收藏。書寫論語的竹簡

已分別在中國及北韓境內出土，但在日本發現的這份紙抄

本，有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論語紙抄本。

日本朝日新聞中文網報導，這份抄本應屬中國南北朝

時代由南朝梁（西元502∼557年）儒家學者、經學家皇侃

所執筆的「論語義疏」中「卷5」的對應部分。抄本由20

張紙黏貼而成，並製作成長27.3公分的卷軸。

此份《論語義疏》是慶應義塾大學2017年從舊書店中

購入，並組成各領域的專家研究團隊持續進行調查，包括

書目、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及日本歷史等家專，以確認手

稿的起源。研究團隊表示，若扣除掉出土品，這可被視為

最古老的論語抄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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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慶應義塾大學2017年從日本舊書店買進論語紙抄本，經過研究團隊持續調查，認為是中國

南北朝時代南朝梁學者皇侃所執筆的「論語義疏」、「卷5」的對應部分，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紙抄

本論語。

疑最古老論語紙抄本
藏身日本舊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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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對開本》（First Folio）正式名稱為《威廉．莎

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歷史劇與悲劇》（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書名其實

就是劇本分類。莎翁的喜劇和悲劇，包括名列「四大喜

劇」的《十二夜》（Twelfth Night），以及名列「四大悲

劇」的《馬克白》（Macbeth）。還包括歷史劇，如《理

查二世》（Richard II）和《亨利八世》（Henry VIII）。

1623年出版的《第一對開本》是第一部莎翁劇本合集

《第一對開本》於莎士逝世後七年、即1623年出版，

當時由他的好友負責主理。書中收錄36部戲劇，其中18部

於莎翁在世時從未出版，包括上述的《十二夜》和《馬

克白》及《暴風雨》（The Tempest）、《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等等。所以說，如果沒有《第一對開本》，後

來就不會有這位大文豪的「四大喜劇」和「四大悲劇」。

《第一對開本》於1623年一共印刷了750本，問世時

分為兩個版本。無釘裝版售15先令、釘裝版本售1英鎊， 

後者約莫等於當時一個專業技工的3個月薪金。由於《第

一對開本》反應熱烈，《第二對開本》（1632年）、《第

三對開本》（1663∼64年）、《第四對開本》（1685年）

相繼面世。

不 過 當 時 大

家並未感到《第

一對開本》特別

珍貴。例如是牛

津大學的博德利

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當年就

為購置《第三對開

佳士得（Christie's）拍賣公司以近1千萬美元，將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劇

本合集的罕見複本拍出，成為史上最昂貴的文學創作拍品。

本》而出售收藏的《第一對開本》。直到18世紀、即莎翁

逝世約100年後，《第一對開本》才真正開始受到重視。

這本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英語文學合集之一，是第一部莎

翁劇本合集，完整版相當罕有。存世《第一對開本》多由

學術機構收藏（美國學術機構有140本，英國有36本）。

完整且在私人收藏手中的《第一對開本》僅有5本，今次

在佳士得高價易手的正是其中1本。這是繼佳士得於2001

年以610萬美元拍出一分複本後，再有完整的「第一對開

本」進行拍賣。

拍品來自美國加州奧克蘭的密爾斯學院（Mil l s 

College），是該校自1977年就珍藏至今的館藏，裝訂可

追溯自19世紀早期，還有當時的莎翁學者馬龍（Edmond 

Malone）在1809年簽署的信件確認真實性。

書商兼古物研究家以含佣金的998萬美元勝出

據報導，三位買家透過電話進行6分鐘競價大戰，最

後由書商兼古物研究家羅文希爾（Stephan Loewentheil）以

含佣金的998萬美元勝出，超過佳士得原先預測的4百萬到

6百萬美元。

羅文希爾經營專展罕見書籍與相片的商店，他表示，

莎翁的原始對開本是「書籍的聖盃」，「第一對開本是英

語巨著，肯定是偉大的劇場作品，也是任何熱愛唯智主義

（intellectualism）人士必然認定的聖物。」他曾親自檢視

書況「完整」，並相信私人收藏的「第一對開本」可能

「永遠不會再次出現在市場上」，或許不會「再有太多機

會」買到。

佳士得書籍與手稿主管福特（Margaret Ford）聲明指

出，考量到莎翁在全球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與影響力，作品

登上拍賣世界紀錄「再適合不過」。華

珍貴莎翁劇本合集
    千萬美元天價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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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公益聯盟（Ligue Universelle du Bien Public） 是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著名金質榮譽勳章頒授機構，也

是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創立於1464年，迄今已有650年的歷史，總部設於法

國巴黎。美國的甘迺迪總統、英國的邱吉爾首相，以及畢

生為救濟窮困而奉獻的德蘭修女與皮埃爾神父等知名人

士，都曾獲此殊榮。

授勳的緣起與華商公益榮譽勳章的建立

2008年，全球公益聯盟為著提升世界各地華商的公益

意識，促進公益事業的發展，邀請丁楷恩主席授勳。當

時，丁主席以自身擔任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為由而

婉謝。

2020年，他正式卸任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執行主席，改

任創會執行主席，頒授勳章之議重啟。於是決定在第十七

屆（本屆）世界華商高峰會開幕典禮頒授。藉此，正式建

立「華商全球公益聯盟榮譽勳章」之頒授機制。

公益世界的丁楷恩主席

一向被稱為標準儒商的丁楷恩主席，素以「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待人處事。因此，在諸多社會公

益領域裡，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上世紀80年代，海峽兩岸

的往來尚屬政策禁忌，丁楷恩主席取得半官方機構的合作

默契，以民間帶頭實踐，逐步帶動政府政策的鬆綁，成功

開啟兩岸交流的大門。之後，他創辦的世界華商組織聯

盟、世界華商高峰會，在他近二十年的領導下，更已成為

全球華商在經貿、科技、創新、文化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合

作平台與交流機制。

此外，丁楷恩主席在興學育才、獎助貧困優秀學生、

捐建希望小學、協助政府規劃發展各項扶貧項目，以及震

災的遷村安置等等，都有他歷史性、開創性的功績。

讓華商愛心的光芒照耀世界各角落

丁主席表示，接受此勳章可說是另類的拋磚引玉，他

相信：遍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商，在公益事業上，必定有太

多足以令人感動與敬佩的貢獻。希望這些貢獻，透過「全

球華商公益聯盟榮譽」勳章的頒授，讓華商的愛心發出光

茫，閃耀在世界各個角落。讓華商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被

尊重。這種尊重，不是因為華商的財富，而是因為華商的

愛心。他說：公益，出自於愛心；愛心，能夠讓世界更美

麗；愛心，同時也能夠讓我們自己的生命，更加豐富、更

有意義、更加多彩。願愛心撐起永久的春天！華

Business news
華商短波

愛心撐起永久的春天
丁楷恩獲頒授全球金質公益榮譽勳章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丁楷恩創會執行主席在三十多年前，堅持為兩岸交流合作努力，並成功開啟

兩岸交流的大門。他創辦的世界華商組織聯盟、世界華商高峰會，已成為全球華商在經貿、科技、

創新、文化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平台與交流機制。其成就獲得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全球公益聯盟

的肯定，榮獲金質榮譽勳章。

▲丁楷恩創會執行主席獲頒全

球公益聯盟榮譽勳章。

▲全球公益聯盟克洛德．彼德土赫主

席（左），陳廣城副主席（右），透

過視頻親自頒授金質榮譽勳章給丁楷

恩創會執行主席。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這是一條縱貫新疆天山山脈的高山公路，從海拔

三百餘公尺，升高到四千公尺，天山山頂終年積雪，獨

庫公路有三分之一路段是懸崖峭壁，有五分之一是經過

冰山永凍層，其興建過程之艱辛可以想見。獨庫公路沿

路蜿蜒曲折，景色跨過四季，穿過深山峽谷，越過高山

峻嶺，沿途景色絕美壯麗，被稱為中國大陸風景最美的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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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錦｜圖‧文

新疆獨庫公路
風景獨特絕美的

貫穿天山山脈的獨庫公路，

搭乘越野車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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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麗的山谷即刻呈現在眼前。車行一小時左右，到達

毛溜溝服務區停車休息上廁所，因為之後的山區就沒有服

務區了。

再上車開了約半個小時，公路前方遇到一大群逆向的

羊群，是哈薩克族牧民正趕著羊群轉場下山，車子只能慢

下來，等羊群經過才恢復速度。我們來的時候，已經接近

封山的時間，正好趕上牧民們趕羊下山轉換牧場，因此一

路上遇到很多次羊群和牛群，這些牛羊群少者幾十頭，多

者幾百頭，多半是哈薩克族，或是蒙古族牧民。這些牧民

有的騎馬，有的也現代化了，騎著摩托車，不騎馬了。騎

馬的多半是年長的牧民，年輕的多半是騎摩托車了。

為
了一睹獨庫公路的真面目，我趕在獨庫公路封山之

前，參加了一個特別的旅行團，三個人乘做一輛越

野車，從獨庫公路的北邊起點奎屯市的獨子山出發，穿越

天山山脈，經過那拉提國家森林公園，一直到巴音布魯克

大草原。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並非獨庫公路的終點，只是一

處中間站，獨庫公路一直延伸到南疆的庫車，全長561公

里。

獨庫公路因地形特殊，急彎陡坡很多，有280多公里

的路段都在海拔二千公尺以上，受天山山區冬季降雪、結

冰等自然因素影響，一年僅開放五個月，由每年9月底到

次年5月，實行長達7個月的冬季交通管制，因此到此一遊

的機會更屬珍貴。而且因道路蜿蜒曲折陡坡急彎過多，不

適合大型車輛，只有乘坐越野車，或是小型私家車，才能

一睹其真面目。從獨子山出發，搭越野車趕到巴音布魯

克，就要花掉一整天的時間，大約是七八個小時，沿途很

多九彎十八轉的路段，如果易暈車的人不適合這趟行程。

路上遇到逆向的羊群牛群

為了節省旅程爭取時間，我們前一晚住在奎屯市區的

酒店，早上八點多就分乘六輛越野車出發。車子一開出

市區，經過獨子山即開始爬坡駛入獨庫公路，景色豁然不

▲獨庫公路旁的馬場。

▼獨庫公路上遇到趕場下山的羊群。 



經過了牛群和羊群，我們的越野車繼續前行，車子越

爬越高，山上的積雪越來越近，當我們爬升到三千三百公

尺處，那裏的積雪終年不化，車子停下來休息，路旁有一

些簡易的帳篷，是當地居民販售玉石項鍊等紀念品用的，

但沒有公共廁所，我們只能忍著，拍拍雪景照片後又上

車，開車的司傅說要等到半個小時後，到了牧民區才有簡

易廁所可上。

由於獨庫公路在高山上沒有服務區和餐廳，中午時間

我們只能在山上的牧民區，借用牧民氈房前的空地，煮一

鍋野菜泡麵，吃現切的甜美哈密瓜，嚐嚐牧民的乾果，雖

是簡易午餐也總能裹腹而心滿意足了。

趕往巴音布魯克大草原

午餐後，我們繼續趕路，要趕在下午四點以前到達巴

音布魯克大草原，去欣賞天鵝湖和九曲十八彎的著名落日

美景。如果沒趕上下午四點進入景區，就無法欣賞到這二

個美景了。就在超車趕路的緊張時刻，我們車隊有一輛越

野車竟然爆胎，整個車隊只好在路邊停下來，幾位開車司

機合力為那輛車子換輪胎，還好只 擱了十五分鐘，我們

還是在四點以前趕到了巴音布魯克鎮的景區。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位在天山南麓，是獨庫公路的中

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西北部。 巴音布魯克是

蒙古語「永不枯竭的甘泉」之意，草原水源以冰雪溶水和

降雨混合為主，部分地區有地下水補給，形成了大量的沼

澤草地和湖泊，一共有大小13處泉水，7個湖泊，以及20

條河流。草原上雄偉的額爾賓山，東西綿延170公里，南

北寬約50公里，將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一分為二，形成兩個

盆地。千餘眼泉水分佈於整個草原，與冰雪融化的涓涓細

流彙集於盆地，形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母親河—開都

河，古老的開都河穿越兩盆地之間，使草原上形成大大小

小的湖泊和沼澤濕地，滋潤著大草原，孕育著草原上一代

又一代生命。

▲在獨庫公路高山上3300公尺處擺攤販售玉石紀念品的攤販。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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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上公路旁的牧民區氈房前吃簡易午餐。  



色，居然還

有一條紅燒

魚，只是沒

有豬肉。來到蒙古族自治

州，嚐嚐蒙古族的食物是很好的體驗。這個晚

上正好是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夜晚，在這裡居然也有月餅

可吃，大家都覺得很好奇，原來蒙古族也是過中秋節的。

當晚我們住在巴音布魯克鎮上的旅館，一夜好眠。第

二天我們換乘大遊覽車，前往伊黎河谷的伊寧、賽里木

湖、五彩灘，以及神祕的喀納斯湖等，繼續我們的北疆行

程。錦繡神州值得去玩的地方很多，但要把握時間，能去

的時候就要前往，否則像今年新冠肺炎大爆發，想去都不

能去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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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趕在下午四點以前進入巴音布魯克景區，換乘景

區提供的交通車，首先前往棲息著中國最大野生天鵝種群

的天鵝保護區「天鵝湖」，觀賞成群的野生天鵝與 水鳥、

野鴨。天鵝湖位在開闊的草原、草甸間，遠處雪山的倒影

讓湖水更顯清澈，藍天白雲的倒影，加上悠遊於湖中的天

鵝和水鳥，更讓湖面景致如夢如幻。

接著我們又搭乘交通車前往最有名的開都河欣賞「九

曲十八彎」的落日美景。這個景色號稱沒看過的人等於

沒到過新疆，因此等我們到達時已經是人滿為患，幾乎所

有最好的位置都被遊客和攝影發燒友架好單眼照相機給佔

據了，我們很努力地找角度，也很有耐性地等著落日的到

來。大約等了半個多小時，終於等到太陽要下山了，這時

西方的天邊剛好有一大片烏雲，把落日給遮擋住，但也把

大太陽的強光給抵消掉，勉強在人群的縫隙間搶拍了好幾

張日落美景，等回家後再慢慢挑選。

就在落日餘暉中，我們搭車回到巴音布魯克鎮上的旅

館，當晚我們在鎮上一家用蒙古包當特色的餐廳，坐在

炕上享用全羊餐盛宴，穿著蒙古傳統服裝的蒙古族侍者獻

上白色哈達和青稞酒後，是十幾道各種不同作法的羊肉，

有烤羊肉、涮羊肉、清蒸羊肉、滷羊肉、炒羊肉等，讓人

吃了不滿身羊騷味才怪。除了羊肉以外，當然還有其他菜

▲巴音布魯克大草原的天鵝湖自然保護區美景天成。
▲

巴音布魯克九曲十八彎

的落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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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成功，經濟效益最為重要；要讓企業的成功更

為完美，社會效益是重要的元素。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創辦人/丁楷恩

一隻趴在玻璃上的蒼蠅，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出路沒

有。

——清華大學前校長、著名作家/劉兆玄
他說：「喝醉的人誰也不服，只能扶牆。」

一個人，真正的資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錢，而是人

品。

——國學大師/南懷瑾
人品好的人，自帶光芒，無論走到那裏，總會熠熠生

輝。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自己不能展露光芒，就不

要怪別人沒眼光；寧與高手爭高下，不與傻瓜論短長。

——著名勵志作家/老楊的貓頭鷹

  

別找一堆理由，想要成為心目中的自己，去做就對了。

——瑪莉商學院創辦人、作家/瑪莉．佛萊奧

全世界最棒的投資是投資自己，最稀缺的資源是你自己

的時間。

——商業周刊集團執行長/郭奕伶

儘管死亡非常黑暗，尤其是對那些正因悲傷而苦的

人們，但光明和生命永遠更加強大！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新冠病毒疫情日益嚴峻，她發表電視講話，敦促國

人「自律」、「堅強」。女王表示：無論在何種文化中

「光明」總讓人們團結，溫柔堅定的呼籲大家以樂觀積

極態度面對困境。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進入21世紀，而

腦袋還停留在過去。

沒有人一生都不會犯錯，犯錯可以是一種經驗，但再

犯同樣的錯，就是「死不改錯」。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    
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否則就成了機器

人。因此，用人不要將自己的性格，套在別人的身上。

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少說點空話，多做點實

事。

——中央研究院前院長/胡適



造成麻煩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而是你自以為、實際

上卻不是那樣子的事。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哈福特
他在一篇有關遠距工作的文章指出：溝通失誤可能

導致嚴重後果，訊息短也可能使人誤會，抓錯是一個無

止境的過程。

懂得低頭，才能出頭。

——摘錄自：維德拾穗

低頭是一種智慧與成熟，越是博學多才的人越懂得

謙虛。

等待和猶豫，是這個世界上最無情的殺手；不要在猶豫中

虛度時光。

——著名作家/三毛

每個年代都有難題要面對，生活總會讓我們受挫、

不滿，但我們必須了解到，我們不是自己人生的唯

一作者。

——蘋果CEO/ 庫克
他說，每當我們已經準備詳細、充滿光鮮亮麗內容

的人生規劃時，人生並不會總順我們的意，與其持續詛

咒的人生的困頓，不如好好檢視自己所有的人、事、

物，對一切充滿感激的心，並勇於幫助有需要的人。

除了坐下來閱讀，我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方法讓自己

更聰明。

——股神/華倫．巴菲特
他表示，自己就是因為其他人每天忙著講電話，不肯

花時間閱讀和思考，反而搶到優勢——當別人都在推特上

閒聊時，我已經讀了幾份上市公司年報，長了知識。

昨天的太陽，曬不乾今天的地皮。

——佚名者

放棄嘗試，你 100％ 不會成功。
——加拿大著名冰球運動員/韋恩．葛瑞茲基

即便你不富裕、不夠有影響力、覺得世界與自己沒有關

連，你都必須堅持並相信一件事，就是你獨一無二的視

角。

——美國影星/葛倫克蘿絲

獨處能力，有助於創造力，以及情感的成熟。

——著名精神科醫師/王浩威
疫情，讓很多人被迫面對孤獨感；懂得自由自在的獨

處，是一個人情感成熟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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