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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著各國陸續發布禁售傳統燃油車時間表，汽車市場朝向

隨

電動車發展已成為趨勢，全球主要車廠紛紛宣示要提高

電動車銷售占比，並推出新款電動車。但電動車市場競爭激
烈，預估到2030年全球電動車銷售量可達到2200萬輛，較目
前市場規模成長近十倍，而且各大汽車大廠和各大科技公司，
更是紛紛加入競逐電動車市場。
電動車已被科技界視為未來數十年的兵家必爭之地，不
只百度、鴻海等公司跨界投入，日本Sony、韓國樂金電子也
加入競逐。最令人矚目的是蘋果也傳出將發展「蘋果汽車」
（Apple Car），而蘋果汽車已經不僅僅是一部汽車，據市場
預測蘋果汽車至少會有八大智能功能，包括智能車門、AR系
統、智慧車窗、防暈系統、數位汽車鑰、CarPlay平台、全新
電池及自動泊車、無線充電。蘋果是應用科技業的方法，重新
設計未來汽車的運作方式，未來的蘋果汽車所有觸控都是隱藏
式，車窗就是大螢幕，而車燈也改用光纖可隨時變更圖案；
甚至，因應自駕全新設計車內空間，將原本狹窄的空間，變成
行動辦公室、會議室、電影院。就像iPhone不只是一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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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會預估，包括混合動力車、電動車及燃料電池車在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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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Car也不再只是一部汽車而已。
這股席捲全球的電動車浪潮，已不只是傳統車廠與電
動車之間的角力，隨著科技公司紛紛透過合作加入戰局，電
動車產業的發展或許正要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甚至連谷歌
（Google）、微軟和亞馬遜都有電動車大夢。在這被稱為
「百年一遇的轉型期」，「電動車」是傳統車廠與科技巨擘的
下一個戰場。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中國汽車工

的價格投放大量電動車，這會對全球汽車業產生重大影響。本
期【封面故事】以「電動車時代來了」為題，刊出了四篇與電
動車有關的專文，詳盡報導了這個熱門的話題。
本期的【特別報導】則對「全球車用晶片荒」做了深入
報導，【財經訊息】報導了「全球瘋SPAC上市」，【產業
風雲】刊出「6G時代萬物智聯」、「耳朵經濟蓄勢待發」、
「金沙集團退出美國賭城 專注亞洲市場」等。其他的專欄
【全球視野】、【世界萬象】、【華商短波】、【神州大
地】、【全球智慧】也都有精彩的內容，請讀者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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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中國2020年成為全球外資首選地
新冠疫情全球加劇，促成世界經濟重心向東移，中國經濟在2020年增長了2.3％，成為唯一在新
冠疫情肆虐卻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因此，中國在去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目
的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預估，外商直接投資到2022年才會反彈。
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最新發布的「全

聯

在西方，流入歐盟的外國投資銳減71％。受疫情和脫

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

歐雙重影響，流入英國的外資從2019年的450億美元轉變

投資（FDI）總額大幅下滑，海外企業對美國的新投資下

成流出13億美元。德國的外國投資下降61％。

降了49％，降至1,340億美元，原因是美國難以遏制新冠病
毒的蔓延，經濟產出大幅下滑。英國、德國和日本的跨國
企業在美投資降幅最大。

美國外國投資總存量依舊龐大
雖然2020年中國吸引了更多的新資金流入，但美國的

UNCTAD指，全球FDI在2020年大跌42％至8590億美

外國投資總存量仍然要大得多，這反映出幾十年來美國一

元，較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低位還要低超過30％，主要

直是對尋求在本土市場之外擴張的外國企業最有吸引力的

是受到新冠疫情打擊；發達國家跌幅達69％，拉丁美洲跌

地方。

幅為37％；非洲為18％，亞洲發展中國家為4％。

美國吸引的外商投資在2016年達到4,720億美元的最高

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海外企業投資的首選目的地。

峰，相比之下，當年中國獲得的外商投資為1,340億美元。

但中國FDI逆勢增長，流入資金總額達1630億美元，成為

自那以來，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持續上升，而對美國的投資

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外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在一個

從2017年以來逐年下降。

國家建新廠、擴業務，或收購當地公司等。中國大陸經濟

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鼓勵美國公司離開中

率先恢復增長以及投資便利化措施等，是中國大陸持續吸

國，在美國重新建立業務。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舉措還讓中
國投資者意識到，

引外資的主要原因。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表示，長期排名第二的中國在
2020年吸引的外國企業直接投資增長了4％。中國經濟在
2020年增長了2.3％，從當年年初幾個月的歷史性萎縮中強

投資撤退
2020年美國接受的海外投資急遽下降，海外
企業第一投資目的地的寶座被拱手讓給中國。
一些主要資金流入國2020年外商直接投資額
（FDI)較2019年的增長比率
-60%

-40

-20

0

在美國進行的收購
交易將面臨以國家
安全為由的新審
查，這抑制了中國

勢復甦，成為唯一一個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一年實現增長的

中國

投資者在美進行交

世界主要經濟體。

美國

易的興趣。

愛爾蘭

2020年東亞吸引全球三分之一外國投資

新加坡
印度

紐 約 獨 立
研究公司榮鼎

巴西

集團（Rhodium

西方存在明顯差異。在2020年，東亞吸引了全球三分之一

加拿大

Group）的創始合

的外國投資，這是20世紀80年代有記錄以來的最大份額。

墨西哥

夥人Daniel Rosen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顯示，在全球經濟中，東

印度2020年的外國投資增長13％，主要是受數字服務需求
上升推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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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專注於分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析中美經濟關係，

回投資，使得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大幅下降4％。但

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流出以及存量

隨著中國經濟復甦勢頭加快，世界其他地區經濟開始顯得

■美國

越發不穩定，外國公司轉為向中國投入更多資金，並將中

■中國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

國視為其產品的生產基地和重要增長市場。

500 十億美元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投資和企業司司長James Zhan

400

表示，據估算，2020年中國引資規模再創新高，吸引外資
總量約占全球FDI的19％。同時，中國引資結構進一步優

300

化，服務業和高新技術占比不斷提高。包括科技成果轉
化、電子商務在內的高新技術服務業引資規模增長更快。

200

中國在嚴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鼓勵企業復工復產，
保證了跨國企業在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也讓跨國

100

企業有信心持續在華投資。James Zhan表示，中國自去年
起施行「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和外商投資法，進一步縮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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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這些措施增強外資企業在中國大
陸投資的信心。

他表示，在當前情況下，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大幅下降是

RCEP與中歐投資協定，增加投資信心

很自然的，因為美國奉行的是開放的市場經濟，而中國不

此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簽署

是。展望未來，只要美國堅持其基本的開放市場競爭體

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對未來全球FDI復甦和進一步

系，就沒有理由對外商直接投資在美國的前景感到擔憂。

增長都是利多消息。RCEP不僅可以進一步與區域內各成
員間的FDI互動，還將推動外來投資的大幅增長。而中歐

企業正重新評估有關全球供應鏈
外商直接投資包括外國公司在一個國家建設新工廠或

投資協定一經生效，將不僅促進投資，還將推動雙邊貿易
發展以及產業鏈進一步融合。

擴大現有業務，或收購當地公司。在中國，儘管新冠疫情
帶來巨大影響，跨國公司的投資仍在繼續，從美國工業巨
頭霍尼韋爾（Honeywell）到德國運動服裝生產商阿迪達斯
（Adidas）等公司都在擴大在中國業務。

外商直接投資，到2022年才會反彈
儘管中國在逆勢復甦，全球經濟卻仍普遍處於低迷之
中。「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去年全球外國直接

因此，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國際關係與

投資急劇下挫，在2019年1.5兆元的基礎上下滑42％至8590

經濟學教授Joseph Joyce表示，企業正重新評估有關全球

億元；去年結束時，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水準比2009年全

供應鏈、海外市場以及自身技術使用的政策。他表示，疫

球金融危機後的谷底還低30％以上，回落至上世紀90年代

情使得所有這些企業重新思考對公司所處位置的最基本假

的水準。

設。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認為，今年外商直接投資不會
有明顯的復甦，無論是在全球範圍內，還是在那些2020年

中國疫情控制得宜，外商投資加碼

經歷了外商直接投資下降的國家。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中國一開始即迅速控制疫情，不僅推動國內經濟相對

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James Zhan）認為，真正的反

較快反彈，而且增強了中國的吸引力。在2020年上半年，

彈要到2022年才會到來。他說，即使到那時，外商直接投

一些外國公司擱置在中國擴張計劃，在某些情況下開始撤

資的全面恢復之路也將崎嶇不平。 華

第四十九期∣2021∣華商世界

3

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中文正式成為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官方語言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與西班牙政府正式通報，自2021年1月25日起，中文正式成為
UNWTO官方語言之一。目前UNWTO的官方語言包含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文。
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

聯

修正案批准國達到106個，2021年1月25日正式生效

府間國際旅遊組織，現有159個成員國，西班牙為

根據UNWTO章程規定，修正案經全體大會通過後，

其存約國，總部設在西班牙馬德里，中國於1983年加入該

尚須2/3以上成員國履行批准手續後，已方可生效。自2007

組織。

年修正案通過以來，為促成中文成為UNWTO官方語言早

2007年11月，在哥倫比亞舉行的UNWTO全體大會第

日生效，中方聯合UNWTO做了大量努力。2021年1月，修

17屆會議上，中國提議將中文列為該組織官方語言。中文

正案批准國已達到106個，符合法定數量，修正案正式生

已是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教科文組

效。

織等專門機構官方語言。
此外，有利於中國在UNWTO乃至國際旅遊事務發揮
更加積極作用，提升UNWTO權威性。也有利於中國與其
他成員國交流合作、分享經驗機遇，促進良性互動與合作
共贏。

語言是人類觀念和思想表達的工具，是文化的重要載
體。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文的國際影響力持
續擴大，中文在國際社會上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可。
中文成為UNWTO官方語言，提升了UNWTO作為聯
合國專門機構的完整性和權威性，提高了中文在國際組織

全體大會採納了中方提議，並通過《世界旅遊組織章

的使用地位和使用比例，有利於中國在全球國際旅遊事務

程》第38條修正案，即「本組織的官方語言為阿拉伯文、

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分享中國旅遊業發展經驗和機遇，

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提高文化軟實力等。 華

▲

▲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府間國際旅遊
組織，現有159個成員國，西班牙為其存約國，總部設在西班牙馬德里
上圖為太陽門，右圖為馬德里的巴拉哈斯機場第4航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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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美國人集體購買力
20年爆增三倍
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從2000年至2019年，亞裔美國人集體購買力在20年
內爆增314％，並可望在2022年達到1.3兆美元。關鍵就是：高移民率和高於平均水平的收入。
據市場調查公布最新報告《尼爾森（Nielsen）2020

根

亞裔美國人在高收入行業就業的人數眾多

年消費者報告》中一系列關於非裔、拉美裔和亞裔

尼爾森的研究還顯示， 亞裔美國人在高收入行業就業

美國人可支配收入水準的最新研究結果，從2000年至2019

的人數眾多，包括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和醫學相關領

年，亞裔集體購買力在20年內爆增314％，遠超過其他族

域。研究人員說有23％的亞裔專業人士在STEM（科學、

裔人口群，如果不是疫情，可望在2022年達到1.3兆美元。

科技、工程、數學）工作。亞裔美國人從事高收入的職業

尼爾森研究認為，亞裔經濟實力上升的關鍵因素是：高

比率較高，這有助於提高購買力。報告指出，亞裔美國人

移民率和高於平均水平的收入。最接近亞裔集體購買力

購買力的上升，也使得網路遊戲社區和社交媒體把亞裔美

的人口群體是非西語裔白人，其購買力在同一時期增長

國人當作理想的受眾人群。此外，亞裔美國人購買力的上

119％。

升以及他們在上網和社交媒體上巨大的影響力，使這個群

尼爾森此份報告預估，拉美裔集體購買力在2024年可

體成為市場行銷的理想目標人群。

望達到2.3兆元，非裔集體購買力可望在同一年達到1.8兆

例如，韓國K-pop粉絲在Twitter上影響力巨大。

美元。尼爾森估計，如果不是因為疫情影響，美國非裔的

Twitter資料顯示，K-pop粉絲在2019年發佈了61億條推

總購買力有望在2024年達到1.8兆美元。拉美裔的購買力預

文。在2020年，韓國BTS（防彈少年）的粉絲因反對

計將達到2.3兆美元。

「黑人命也是命」（亦簡稱「黑命貴」）而受到廣泛
批評，他們在推文裡使用了「#WhiteLivesMatter」，

亞洲移民是美國最大移民群體

「#WhiteoutWednesday」和「#BlueLivesMatter」的標籤。

尼爾森指出，亞洲移民迅速增加，對其集體購買力激

亞裔美國人使用社交媒體支持公司和品牌的可能性

增發揮重要作用。尼爾森研究人員使用美國人口普查標

（比別的族裔）高21％。在科技、推廣和真正塑造品牌方

準，將亞裔定義為具中國、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

面，（亞裔）起到決定性作用。

亞、菲律賓、泰國、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民
族血統。研究進行時，亞裔僅占全美人口6％；2019年有

新冠打擊導致亞裔失業率高升

2310萬名亞太裔生活在美國，人口較前十年增長46％，但

但根據亞太裔商會組織AAPI（American Chamber of

美國總人口在同一時間僅增長8％，非西語裔白人人口下

Commerce and Entrepreneurship）的說法， 亞裔美國人也是

降1％。估計到2025年，亞裔人數會再增加21％。

貧富差距最大的人口群體。該組織主席蘇珊．艾倫（Susan

丕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指出，亞洲移民在

Allen）說，目前還不清楚新冠對亞裔美國人的集體購買力

2012年首次超過拉美裔，成為美國最大移民群體。尼爾森

造成了多大損害。美國勞工部表示，去年開始，新冠病毒

說，自2000年以來，亞洲移民增加了91％，中國和印度是

造成的相關餐飲娛樂業倒閉，導致亞裔失業率從2月份的

亞洲移民的兩大來源。

2.5％上升到6月份的13.8％，激增超過450％。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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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座太空旅館．預定2027年營運
全球第一家大規模太空建築公司日前宣布將於2025年，在低地球軌道動工興建世界第一間太空
旅館，將設有主題餐廳、電影院、SPA與容納多達400人的房間，樂觀估計2027年就能開始營運。
建設第一個太空港為願景的門戶基金會（Gateway

以

練中心，部分賣給富商建設私人度假村或高級飯店。

Foundation）2012年成立當時，就提出「航海家太空

報導指OAC會先完成結構桁架組裝機器人（STAR）

站」（Voyager Station）的概念，2018年更創辦軌道組裝公

的測試，再上軌道建設太空站的框架。OAC沒有透露施工

司（Orbital Assembly Corporation, OAC），找來眾多美國航

成本或住宿一晚費用等相關細節，僅稱SpaceX的獵鷹與星

太總署專家、機師、工程師與建築師，要實現軌道太空站

艦火箭等可重複使用載具有望壓低建築費用。

2027年正式營運的願景。

下一個工業革命
環形外觀 90分鐘繞行地球一周

俄羅斯火箭專家齊奧爾科夫斯基（Konstantin

從OAC發布的資料可見到，航海家太空站外型就是

Tsiolkovsky）與美德太空科技先驅馮布朗（Wernher von

一個大圓環，站體由數個「環」構成，透過旋轉產生近似

Braun）都曾提出旋輪太空站的構想，航海家太空站概念

月球表面的人工重力。航海家太空站未來將會以90分鐘一

與此相去不遠，規模則更加宏大。一旦成真，就會成為

趟的規律繞行地球一周，因此旅客們隨時都可以欣賞到地

人類有史以來送進太空的最大人造物體。門戶基金會創

球的不同風貌。根據設計概念圖顯示，這個飯店將會呈現

辦人布林考（John Blincow）說，「這將是下一個工業革

圓形，內部將會擁有容納400位房客的客房，還會有籃球

命」。

場、咖啡廳、電影院、水療中心、健身房、音樂廳等等休
閒空間，讓旅客在進行太空旅行時也不無聊！

太空旅行不是夢

航海家太空站旅館目前計劃在2025正式動工建造，並

商業太空旅行不再是夢，支付公司Shift4 Payments執

且會位於地球衛星軌道中。航海家太空站最外側會附掛24

行長艾薩克曼（Jared Isaacman）宣布，他計畫在今年帶三

個模組，部分由門戶基金會營運，提供空氣、水電與組員

名「素人」完成人類史上首次商業太空旅行；休士頓公理

住艙，還有各式各樣長期居住所需的基礎設施，部分則出

太空公司（Axiom Space）2月也宣布，該公司執行長將於

售給官方太空機構、民間企業做實驗或當成前進火星的訓

2022年1月與三名支付5500萬元的富豪，一起搭SpaceX太
空船完成商業太空旅行。
靠科技與戰機致富的艾薩克曼2月初宣布，他買下
SpaceX整趟飛行，不僅為了圓他自己的太空飛行夢，也用
這趟私人飛行募款2億元，將捐給兒童研究醫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該任務Inspiration 4將於今年
第四季推行，將有四人搭載「天龍號」（SpaceX Dragon）
飛船前往國際太空站。
SpaceX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表示，這趟太空飛
行預計將持續二至四天，「讓每個人上太空是個重要里程
碑。」他表示，私人太空旅行的成本將與日下降。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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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全球砂土恐短缺
聯合國專家警告，全球用砂量過去20年間增加二倍，恐面臨砂土短缺。世界也將需要20億個疫
苗玻璃瓶及注射器。
球建立在沙子上。它是僅次於水的世界上消耗最多

水化成砂土的速度快得多。聯合國估計，全球一年單是用

的原材料，並且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成

於建設，就要消耗400億∼500億噸砂土。

全

分。沙土是用於道路，橋樑，高速火車甚至土地更新項目

建築用砂通常來自海床、海岸、採石場及河川。中國

的主要物質。融化在一起的沙子，碎石和岩石融化，製成

大陸與印度由於基礎建設及營建需求激增，因此採集砂土

用於每個窗戶，電腦屏幕和智能手機的玻璃。甚至矽晶片

對河川、湖泊及海岸所造成的衝擊最大。

的生產也使用沙子。砂土是全世界最重要、卻不受重視的
原料商品之一。聯合國專家警告，目前全世界正面臨砂土
短缺，全美國祇有不到1000座沙石礦山。

世界將需要20億個疫苗玻璃瓶及注射器
此外，隨著COVID-19疫苗的分發，預計未來兩年世
界將需要20億個的玻璃小瓶及注射器，因此砂土的缺乏將

預期未來十年將出現全球性砂土短缺

會是另一個特別令人擔憂的問題。

全球砂土資源正逐漸流失中。聯合國環境計畫

UNEP已提出未來兩年全球砂土資源治理的優先要

（UNEP）全球資源資訊資料庫氣候科學家裴杜錫

務，包括合作制定所有產業使用砂土的全球性標準，對河

（Peduzzi）指出，「恐慌並沒有用，應該檢討並改變人們

川與海洋砂土的成本效益分析，尋求替代品，及制定區

對砂土的認知」。他說，現在某些地方已經出現砂土即將

域、國家及全球性適當用砂規模目標等。

用磬的困境，且預期未來十年左右，將會出現全球性的砂
土短缺。

瑞士蘇黎世用98％的回收混凝土興建大樓
砂事網站（SandStories.org）創辦人沛瑞拉（Kiran

工業化、都市化及人口成長，砂土需求暴增

Pereira）指出，目前瑞士蘇黎世用98％的回收混凝土興建

未來隨著全球工業化、人口成長及城市化快速普及，

大樓；荷蘭阿姆斯特丹政府已承諾到2050年時，將100％

砂土需求量將暴增。全球用砂量過去20年間增加二倍，部

使用回收砂土，且2030年的目標是將天然砂土的用量減

分是由於城市化加速所致，消耗速度遠超過岩石被風化或

半。 華

▼位於比利時埃諾省的蘇瓦尼採砂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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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關係新篇章
中國與歐盟於2020年9月正式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並於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此
外，中國與歐盟在2020年底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雙方的緊密合作，為中歐貿易和投資注入
新動力。中國已躍升為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充分體現了中歐經貿合作的強勁韌性。2021年是中國
「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歐盟實施大規模復甦計劃的啟動之年，中歐關係面臨重要機遇。
2017年起，中美兩強相爭態勢隨時間推移越趨明

自

企圖進入歐美科技等敏感領域受挫的情況。

顯，雙方從關稅、金融，再打到科技戰，如今隨著

協定禁止強迫進入中國的歐企進行技術移轉（如必須

主張多邊主義的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中國加快中歐投資協

與大陸企業合資、某些產業設定外資持股上限等），同時

定簽署，雙方擴大在歐洲的戰線，對歐關係成為中美兩強

包含各種措施，規範中國國營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競爭，以

的新戰場。

及中國補助中企應更透明。
對歐盟來說，協定使更多企業得以進入中國產業，並

《中歐投資協定》2020年12月30日簽訂

處理歐美視為扭曲市場的中國大陸官方政策，包括補貼

經歷七年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EU-China

產業、國家控制企業和強迫轉移技術等。根據中歐投資協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趕在2020年12月

定，中國大陸將向歐盟企業開放製造、營建、廣告、航空

30日談成，為中歐關係帶來重大的改變，中歐的經貿合作

運輸、海事服務與電訊等行業，以及醫療服務、雲計算和

進入新階段。

電動汽車領域開放更多市場，以及取消航空運輸輔助服務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說，這項投

的壟斷權。

資協議將「有助於重新平衡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

對中國大陸來說，協定將擴大中國進入歐盟一些製造

關係」。「中國已承諾為歐盟投資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市場

業部門和歐盟能源行業的渠道，能提高中國大陸的地緣

准入水平，為歐洲企業的經營提供確定性和可預見性」。

政治地位，降低歐盟對中國大陸資金戒心較強而產生的風
險，中國大陸也能進一步要求展開中歐自由貿易協定談

歐盟企業得以進入更多中國產業；中國能進入歐

判。歐盟堅持雙方先談成投資協定，才能談自貿協定。
但此協定沒有納入新的投資者保護機制，這樣的機制

洲如能源等敏感領域
在中歐投資協定下，歐盟企業有望在中國市場享受更

可讓歐洲企業直接對爭端提起訴訟。取而代之的是創建

開放自由的空間。而中國也企圖藉由該協定進入歐洲如能

了一個高級別的雙邊投資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監督協議執

源等敏感領域，擴大在當地甚至全球的影響力，扭轉近年

行情況並尋求迅速解決分歧。如果這個委員會未能解決問

中歐投資綜合協定相關內容
主體

爭取的項目與細節

中國

．有望在對等基礎上投資可再生能源
．提供市場准入空間、公平競爭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三個實質性承諾，藉此協定
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

．企業在中國新能源車、雲端運算、金融、健康等產業的投資壁壘有望消除
．房地產、製造業、建築業、金融業有望得到公平、不會技術轉移的經商環境
歐盟
．中國對國企的補貼將透明
．中國將繼續努力爭取批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強迫勞動的基本公約
資料來源：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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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那麼圍繞市場准入的爭端
將提交給仲裁小組來裁決，仲
裁小組可以發布具有約束力的
懲罰措施。一位官員稱，如果
中國未能履行該協議中的重要
部分，可能會損害中國進入現
有一些已經開放的歐盟市場的
機會。

中歐需求互補，加速談判進度
《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忽然大趕進度，與新冠疫情
大有關係，疫情衝擊下的2020年，中歐貿易關係發生變
化，中國超越美國，一躍成為歐洲最大貿易夥伴。

大跌10.0％至5,550億歐元，首次失去歐盟最大貿易夥伴地
位。
中歐2020年貿易數據顯示，歐盟對中國出口年增2.2％
至2,025億歐元，歐盟由中國入口增漲5.6％至3,835億歐

若把歐盟視為單一國家，人口約4.5億，只有中國14億

元。中國是歐盟10大貿易夥伴中，唯一進出口同時增長的

的32％，但是其GDP高達18.4兆美元，是中國14.4兆美元

對象。儘管受到疫情衝擊，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創新高，全

的1.28％。換言之，其經濟總實力大於中國，僅次於美國

年開行1萬2,406列，年增長50％，並首次突破「萬列」大

的約22兆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國與歐盟雙方經濟規模相

關。

當，因為產業發展水平不同，互補性也較強。

2020年歐盟對美國進出口則是雙雙下降。其中，歐盟

此外，依據中國海關總署2020全年數據顯示，歐盟與

自美國進口商品2,020億歐元，衰退13.2％；對美國出口商

中國貿易總額雖居於6,500億美元高水平，但其最大貿易夥

品3,530億歐元，下降8.2％。英國、瑞士及俄羅斯分別是

伴的地位已經被東協取代，鑑於涉及中國和東協、紐澳日

歐盟第三、第四及第五大貿易夥伴。不過，歐盟對中國大

韓等亞太15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先一步

陸的貿易逆差也高達1,810億歐元，對美國則是享有1,510

簽署，可能喚起了歐盟的危機意識，希望用更大力度挽留

億歐元的貿易差。

住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具體協定可能到2022年才生效
中國超越美國，一躍成為歐洲最大貿易夥伴

當前中歐所完成的協定僅是框架，隨後的細節討論、

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發布的貿易數據顯示，美

立法程序，具體協定可能要2022年才生效。歐盟各國各有

國已經不是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2020年中歐雙邊貿易總

立場，且2021年疫情發展不確定性仍大，中歐在市場、補

額達5,860億歐元，年增4.4％。而歐盟與美國貿易總額則

貼、人權、智財權、環保等議題能有多少讓步空間？ 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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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細節浮出水面，一些歐盟重要議員威脅要阻止該協議

國累計批准地理標誌產品2385個，核准專用標誌使用企業

通過，理由是協議沒有讓中國承諾採取有力措施來改善勞

8811家，累計註冊地理標誌商標5682件。

工權利和結束強迫勞動。

截至2020年3月底，歐盟已將超過3300個名稱註冊

中歐在2020年創造了新格局，但具體的實施力度要看

為歐盟保護的地理標誌（地理標示保護制度 Protected

2021年的各種風向，例如年初全球馬上迎來車用晶片稀缺

Geographical Indication，PGI）或保護的原產地標記（原產

亂局，重挫汽車強國德國以及最大車市中國，也成為可能

地名稱保護制度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PDO）。

導致中歐經貿關係走往不同方向的變數之一。

歐盟委員會最新發布一項研究顯示，享有歐盟地理標誌名

但能預見的是，外貿數字與協定的簽署等實績，明顯
反映出中歐關係趨於緊密，未來的後疫情時代也仰賴多邊
貿易體系來恢復全球能量，搶占到制高點的中歐已先奪得
主動權。

稱保護的農業食品和飲料產品銷售總額達748億歐元，占
到歐盟食品飲料出口總額的15.4％。
未來，在中國可以吃到歐洲特產的放心食品，同樣，
在歐洲也可以享用原汁原味的中國地方名品。該協定生效
四年後，協定範圍將擴大，以涵蓋雙方額外的175個地理

中歐簽地理標誌協定，互保雙方各百種特產
中國與歐盟在2020年底簽定中歐投資協定之前，雙

標誌名稱，該協議還包括一種在其後添加更多地理標誌產
品的機制。

方也積極努力地建構密切的合作關係。2020年9月，在

這些被歐盟市場保護的中國地方特產包括安吉白茶、

中德歐領導人峰會召開之際，歐盟宣布，中歐在會前正

盤錦大米、郫縣豆瓣、山西老陳醋、吐魯番葡萄乾等，而

式簽署了《中歐地理標誌協定》（EU-China Landmark

歐洲的地方名品則包括法國香檳、愛爾蘭威士忌、巴伐利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greement），將中國和歐盟兩地各

亞啤酒、菲達奶酪、帕爾瑪火腿、葡萄牙綠酒等等。

100種受到地理標誌保護的地方名產納入保護範圍。《中
歐地理標誌協定》已於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
《協定》是中國對外商簽的第一個全面的、高水準的

未來在中歐正規市場上見到的上述名品，意味著均來
自特定產地，其他國家和地方無法使用受到地理標誌保護
的商標。

地理標誌協定。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李詠箑表示，中歐地
理標誌協定的生效，將為中歐的經貿合作注入新動力，協

對地理標誌產品設定高水平的保護規則

定不但規定了高水準保護的義務，而且還通過清單列明瞭

中歐地理標誌協定將保護中歐雙方的農業生產者和消

雙方給予保護的地理標誌名單，協定將對中歐經貿關係注

費者。該協定對地理標誌產品設定了高水平的保護規則，

入新動力並惠及雙方的企業和消費者。

並在附錄中分階段納入雙方各兩批共275項地標產品。現
階段主要保護中國市場上100個歐盟地理標志和歐盟市場

中國是歐盟農產品出口第三大目的地
2019年中國是歐盟農產品出口第三大目的地，出口額
達到145億歐元；是歐盟第五大進口來源國，進口額53億
歐元，歐盟長期保持對中國農產品貿易順差。從地理標誌
產品來看，中國則是歐盟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上100個中國地理標誌不受仿制和篡奪，有效阻止假冒地
理標誌產品，中歐消費者都能享受到對方貨真價實的高品
質農產品。
除了是高品質的保障以外，地理標誌也被證明是一種
有效的營銷工具，有助於確保生產者獲得更高和更穩定的
收入。根據歐盟在2013年委托進行的一項研究，地理標誌

歐盟地理標誌市場估計規模為748億歐元
中國和歐盟目前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理標誌產品。中國
國家知識產權局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6月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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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平均售價是同類非地理標誌產品的兩倍以上。其
中，葡萄酒溢價率為2.85，烈酒溢價率為2.52，農產品和
食品的溢價率為1.5。 華

中紐簽署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
中國1月26日再和紐西蘭對現行中紐自由貿易協定（FTA）簽署升級議定書，中國給予紐西蘭多
數紙品、木材商品零關稅待遇，紐西蘭大幅放寬中資在當地投資的審查標準、增加配額。這是中國
繼2020年底宣布和歐盟敲定中歐投資協定後，在國際間又一貿易協定進展。中國目前是紐西蘭最大
的貿易夥伴，年度雙向貿易額達紐幣320億元。
論多年的中紐FTA升級，雖於2019年11月達成，但

討

中國積極部署與各國簽訂協議

有待中國正式簽署。終於，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和

中國政府在2020年11月初美國大選後，推進和亞太、

紐西蘭貿易及出口部長歐康納（Damien O'Connor ）於1月

歐盟各國的經貿協定，2020年11月15日中國和東協10國、

26日透過視訊方式簽署升級協議。

日韓紐澳簽署15國組成的RCEP協議，12月底和歐盟完

紐西蘭方面表示，該協定使紐西蘭與中國的現行FTA
「現代化」，並確保該協定在未來10年仍然適用。紐西蘭

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習近平主席也多次表示希望加入
CPTPP。 華

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ern）表示，中國仍是紐西蘭最重
要的貿易夥伴之一，這項擴大貿易協議的簽署，在疫情大
流行下別具意義。
歐康納指出，這項升級協議將使紐西蘭出口至中國的
99％木材以及紙類產品獲得免關稅待遇；此外，紐西蘭
乳製品出口中國的條件也不變，「這意味著，直到2024
年1月1日，紐西蘭出口到中國所有的乳製品，都是零關
稅」。

紐西蘭是首個和中國簽FTA的已開發國家
紐西蘭是第一個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已開發國家，
兩國2008年簽訂4月簽署、當年10月實施，2016年再啟動
升級談判，2019年11月完成談判。

▲▼紐西蘭是第一個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已開發國家，兩國2008
年簽訂4月簽署、當年10月實施，2016年再啟動升級談判，2019年11
月完成談判。上圖為紐西蘭首都威靈頓，下圖為奧克蘭，為紐西蘭
人囗最多的城市，也是北島最大的城市。

根據中紐FTA新升級協定，中國並將在RCEP（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基礎上，對紐西蘭進一步擴大航空、教
育、 金融、養老和客運等領域開放；紐西蘭則擴大中國公
民赴紐國擔任中文老師、中文導遊的簽證配額，分別增加
300和200個名額，較原有配額增加一倍。
根據中新社報導，紐西蘭給予中資和 CPTPP（跨太平
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成員同等的審查門檻，若中國「政
府投資者」對紐西蘭投資不超過紐幣1億元、非政府投資
者的投資不超過2億元紐幣，不需審查。此前，紐西蘭對
中資的審查門檻是1000萬元紐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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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面臨一波波「離英潮」
英國脫歐協議已經達成，短期影響難以預測，但是長期而言必定產生重大影響。目前許多公
司都遇到了管理、程式、交貨時間以及進入歐洲市場的條件惡化等問題，部分企業將營運遷移至荷
蘭，從金融科技、IT、研發設施、服務中心和媒體廣告業等服務業。

國在2020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歐盟，僅管英、歐雙方

英

數據顯示，法國1月對英國的出口額，較前六個月平均

已達成脫歐協議《英歐貿易合作協定》，規定雙方

值減少13％，海關並指出，「與英國的貿易受到脫歐擾

商品貿易將繼續享受零關稅、零配額待遇，避免了大規模

亂」。相較之下，法國1月與其他國家的進出口則高於前

貿易成本增加，但協定還規定，雙方往來貨品必須查驗並

一個月。英法間的貿易去年復甦且連續第二年成長，原因

填報書面申請，這使得英歐貿易的通暢度仍不如從前。

是企業趕在英國脫離歐洲單一市場之前，大舉囤貨。
法國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英國脫歐造成的貿易摩擦

英國與歐盟各國貿易額下降

與不確定性，仍重創英國與最大貿易夥伴歐盟間的商業活

歐盟一直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雖然雙方在脫歐過

動。儘管雙方已敲定能免去大部分關稅的貿易協議，在今

渡期結束前達成貿易協議，希望通過豁免大部分商品的關

年元旦生效，但海運成本增加、運輸延遲、要求出示健康

稅，但仍無法避免運輸成本上升和清關程式繁複等問題，

證明及更複雜的海關程式，仍舊擾亂貿易。

單在今年一月，英國與歐盟成員國的貿易額已大幅減少。

德國海關公佈的數據也顯示，德國1月對英國出口較

但有經濟學家認為，貿易額下跌也可能與疫情有關，目前

去年同期銳減約30％，兩國貿易自2016年英國舉行脫歐

未能判斷脫歐為雙方貿易帶來的真正影響。

公投便持續下滑；此外，義大利1月對英國出口年比減少

英與法、義、德今年1月的貿易量縮水。法國海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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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進口更萎縮70％，減幅超過其他國家。

今年1月份英國對歐盟的商品出口下降41％
依據英國國家統計局3月公佈資料，受新冠肺炎疫情
和脫歐的雙重影響，今年1月份英國經濟遭受重創，GDP

英倫銀行行長貝利（Andrew Bailey）早前便透露，英國經
濟損失超過800億英鎊，英國金融業因脫歐已流失5,000至
7,000個職位。

下降2.9％。此外，英國1月份單月進出口資料創1997年有

金融業是英國一大經濟支柱，佔全國約7％生產力，

記錄以來最低數值。資料顯示，今年1月份英國對歐盟的

歐盟更佔當地金融業40％出口量。不過英歐磋商貿易協議

商品出口下降41％，進口下降28.8％。

時，一直未觸及金融業，英國更未能成功爭取歐盟就對等

英國作為歐盟其餘國家的貿易夥伴，一直在穩步下

監管條款讓步，令英國金融業競爭力在脫歐後大減。

降。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
來，其在27個國家集團的一般出口中所佔份額已從17％降
至14％。歐盟去年一年對英國的出口下降了13.2％，而歐
盟從英國的進口下降了13.9％。
疫情流行促使歐盟總體貿易下降，但英國的跌幅比歐
盟三個主要的買賣夥伴-美國，中國和瑞士大得多。

外資投資及股市交易量均下降
英國脫歐後經濟前景未明營，造成外資遠離，聯合國
貿易及發展論壇（UNCTAD）最新發表報告，指出英國去
年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錄得負增長，由2019年的450
億美元降至負13億美元，是全球表現最差的經濟體。中國
則被列為最大外資流入國，全年FDI流入增加4％至1,630億

金融及科技企業紛紛落腳至愛爾蘭都柏林

美元。

依據安永（Ernst & Young）報告，在新冠疫情與脫歐

自從英國脫歐後，每日都有多達80億美元的歐洲企業

的雙重影響下，英國首都倫敦對金融企業而言失去了以往

股票成交額，由倫敦證交所轉到巴黎或阿姆斯特丹的交易

魅力，許多企業遷往愛爾蘭首都。連都柏林也要打造一個

所，標誌倫敦作為歐洲證券交易中心的角色正在衰落。

金融科技中心。
安永報告指出，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在離開

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最大的股票交易中心

倫敦的經紀、銀行，資產管理等金融企業中，有36家，即

在英國脫離歐盟單一市場後，荷蘭阿姆斯特丹已取代

三分之一是前往都柏林，數量超過了盧森堡、巴黎，以及

倫敦，成為歐洲最大的股票交易中心，並獲得了英國衍

歐洲央行所在地法蘭克福。

生性金融商品業務。美國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公佈的資料

包括巴克萊銀行（Barclays）、美國銀行（Bank of

顯示，2021年1月，阿姆斯特丹單日股市交易額為92億歐

America）和網絡銀行Revolut等知名大企業已經全部或部

元，倫敦為86億歐元。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表示，股票

分遷往愛爾蘭。尚未成為國際股市樞紐的愛爾蘭首都都柏

交易從倫敦轉移到歐盟是長期趨勢。

林如今有意打造一個金融科技中心。

對於尋求能夠服務於歐洲市場穩定基地的跨國公司來

都柏林是歐盟內唯一說英語的首都，想要成為歐洲

說，荷蘭擁有優越的位置。包括Beyond Meat、Chargebee

科技中心。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推特

和Sekisui Polymatech在內的300多家國際企業選擇在荷蘭設

（Twitter）的總部都在此立足十年以上，最近入駐的科技

立投資企業，在三年內創造8,600多個就業機會，投資額達

巨頭是亞馬遜（Amazon），它創造了8000個工作崗位。都

19億歐元。

是為了繞過與英國脫歐有關的行政麻煩。

選擇荷蘭的原因包括便於取得必要的歐盟許可、對市
場的確定性和安全性，具備英語能力人材，對英國及歐盟

英國金融業因脫歐已流失5,000至7,000個職位

的優異水陸空連結以及強大的數位基礎建設，奠定了荷蘭

自英國脫歐後，倫敦金融業在歐洲的優勢已經逐漸消

在國際企業中的發展強國地位，在這個國際經濟動盪的時

失，不少金融機構都遷往歐洲，令倫敦金融業職位大減，

刻，誠然是企業的穩定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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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Global View
擬改例吸SPAC倫敦上市 容許雙重股權架構 盼

約有價值60億歐元的股票交易額，從倫敦轉移到巴黎和阿

保金融樞紐地位

姆斯特丹的交易所。與此同時，多家英國企業包括電動汽

科技初創藉與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合併而在

車公司Arrival、博彩數據公司Genius Sports等，早前都選

美國「借殼」上市的熱潮，吸引全球金融市場盤算要分

擇透過SPAC赴美上市。據了解，包括二手車網站Cazoo和

一杯羹。在香港和新加坡研究引入SPAC上市融資機制之

健康軟件Babylon在內的英國科技企業，也在研究與美國

際，英國也準備把上市規則「現代化」，以吸引更多高增

SPAC的潛在合併。

長、財力雄厚的SPAC赴倫敦上市，使英國在脫歐後仍能
維持其作為歐洲金融樞紐的地位，繼續與紐約競爭。

出口「程式太複雜」海產輸歐停滯

英國政府委託歐盟前金融服務專員希爾撰寫的改革報

由於脫歐後英國海產業者需附上捕獲證書、產品健康

告建議，將取消一些對投資者的保障，例如以往SPAC在

檢查和經過海關申報後，才得以向歐洲出口，導致交貨時

鎖定收購目標後，通常要暫停股票交易，以保護投資者在

間大幅延長，並讓歐洲買家拒絕購買英國海產。海產業者

交易完成前免受股價波動的影響。此做法被視為企業尋求

表示，曾遇到需要約400頁的出口檔，才能讓貨物登上前

在英國「借殼」上市的障礙，最新建議應容許股票交易繼

往歐洲的渡輪的困擾。
因此，海產業者表示，英國政府需要瞭解業者面臨的

續進行。
最新建議主張，監管機構應讓股票交易繼續進行，但

問題有多嚴重，及問題對英國沿海社區的影響，並建議英

股東須享有對交易的知情權，並瞭解其投票權、取回資金

國應在海產出口方面推出更可行的系統，也指出英、歐的

等權利。報告又建議倫敦引入美國科技公司常用的雙重

海關都缺乏人力。

（dual-class）股權架構，使公司創辦人毋須放棄控制權仍
能將公司上市。不過這些權益將在「借殼」上市5年後到
期，並且會配合其他限制，以符合企業治理的標準。

價值數千萬美元藝術品離英
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藝術品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樣

報告另建議，將企業的「高級上市（premium

享受貿易措施，可在歐盟、英國間自由移動，無需繁瑣

listing）」門檻下調，將公司外部人士的最低持股量由

稅收和海關程式且很少限制。但脫歐過渡期結束後，英

25％下調至15％。企業只有通過「高級上市」，才能被納

國的畫廊和收藏家必須決定將藝術品留在英國或歐洲，

入倫敦交易所的富時系列指數。

但部分人選擇移往歐洲，因此在2020年12月，英國最繁

英國自今年元旦起正式脫歐後，金融業務受創。每日

忙、離歐洲最近的多佛港（DOVER），出現價值數千萬
美元的藝術品跨境，包括野獸派法國畫家馬諦斯（Henri

英、美上市SPAC集資額對比

據瑞銀全球藝術市場報告和權威的巴塞爾藝術展（Art

年份

■美國上市的SPAC

2015
2016

■英國上市的SPAC

今年截至2月25日，已有超過173家
SPAC在美國市場融資552億美元，反觀
SPAC在英國市場的融資金額，歷年微
不足道。

2017
2018

Basel）數據，英國市場2019年的銷售額達到127億美元，
為世界第二大藝術市場。由於藝術品市場向來以隱私、保
密性自豪，引此很難確切統計今年以前運出英國的藝術品
總數量。專業運輸公司的負責人表示，去年12月送往歐洲

2019
760億美元

2020
＊
2021
0

552億美元
200

400

600（億美元）

＊2021年數據覆蓋1月1日至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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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sse）、義大利封塔納（Lucio Fontana）的畫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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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的藝術品數量年增75％，分別收到34份運送訂單，將大約
125件作品運往歐洲。
但英國藝術品交易只有20％來自歐盟，專家認為脫
歐影響有限，尤其是高階市場如倫敦大型拍賣行早就用

非歐盟程式來處理歐盟業務。英國藝術市場聯合會主席

除貿易外，CPTPP成員國將資金投入到其他成員國

Anthony Browne吉表示，越高階的市場就越全球化，在歐

時，能夠獲得與該國國內企業相同的待遇，這可能使英國

盟就是小畫廊、經銷商、中階市場受到最大衝擊。

企業受益，有利於商業發展和就業。

英國正式申請加入CPTPP，以降低出口產品關稅

英國已與CPTPP 11國中七國完成FTA，澳紐

自2020年脫歐後，英國擴大與非歐洲區域經貿關係的
企圖心日益顯著，在2020年10月英日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
定時，便能推測英國有意再加入CPTPP深化關係。

也進行中
目前CPTPP輪值主席國為日本，成員國人口共5億
（佔全球7％），掌控國際貿易合約量近四成，GDP總和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Liz Truss）2021年2月1日

更達11兆美元（佔全球13％），英國入會後將再增加至

宣佈，已正式通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16％。英國是第一個申請加入CPTPP的非創始國，如果成

（CPTPP）國家，英國打算加入這一協定。她表示，加入

功，將成為自貿區內其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經濟體。

CPTPP將會增加英國進入快速發展的市場和主要經濟體的

事實上，英國已與CPTPP 11國中七國完成雙邊自由貿

機會，降低英國出口產品的關稅，如威士忌和汽車，以及

易協定（FTA），目前英國也分別與澳大利亞及紐西蘭進

服務業，同時也為現代行業創造新機遇。

行FTA談判。在雙邊FTA為基礎的加持下，迄今已經得到

英國加入CPTPP最直接的好處是，原產地規則可以幫
助英國生產商降低成本。從多國地方採購零部件的英國製

多數CPTPP成員背書，預估未來英國加入CPTPP阻力並不
大，英國將成為CPTPP所接納的第一個新成員。

造商，只要其產品組件的70％來自任何參與國，就可以通

過去一年來，英國和協定成員國的貿易總額已達1110

過「原產地規則」，有資格獲得優惠待遇。這項規定可以

億英鎊，加入獲得近95％免關稅優勢後，想必能再創新

幫助英國生產商降低成本，並允許他們在成員國之間擴大

高。英國目前僅提交正式申請，而後CPTPP將成立工作委

供應鏈，如機械和藥品——這是英國對CPTPP國家最有價

員會，評估英國是否符合高標會員條件，再經全體成員國

值的出口產品。

一致通過後才算正式加入，這估計得耗時一年。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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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訊息

全球瘋
SPAC上市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熱潮席捲美國新股市場，亞
洲的富豪與私募股權公司也紛紛將資金投入美國市場，為這股SPAC熱潮增添柴火。新加坡交易所及
香港交易所紛紛研擬是否引入SPAC機制。愈來愈多公司繞開傳統的IPO程序，試圖以更快、成本更
低的方式上市。
近一些熱門行業的初創企業，如電動汽車、在線

最

以便借殼上市。收購公司同意注資44億美元合併Lucid，對

賭博和太空旅行等，正利用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其估值為240億美元，成為新創電動車業者關籌資過程中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簡稱SPAC）上市，

規模最大的交易案。

這種架構能為投資者提供巨大潛在回報，但也會繞過傳統

對於一家還沒生產出第一部車子的車廠而言，240億

首次公開發行（IPO）的一些保障措施。由於SPAC申請流

美元的估值是很高的金額。外界將Lucid視為是美國電動車

程短、成本又低，比傳統IPO案吸引人。

大廠特斯拉（Tesla）最強的競爭對手。

全球企業積極運用SPAC上市

SPAC成為IPO的一種替代方式

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於2020年12月底在美國申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請提交第一個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公開上市，計劃籌

Company，SPAC）是一種沒有營運業務的空殼公司，唯一

資5.25億美元，以利未來投資收購科技相關公司。據傳法

的目的是透過首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

國時尚精品集團LVMH擁有的私募股權公司L Catterton也已

募集資金後，專門去收購有前景的未上市公司，等同讓被

設立SPAC，預計在公開上市時募資2.5億美元。香港富豪

併購的公司能夠借殼上市；換句話說，SPAC是一種讓私

李嘉誠計劃成立一家SPAC，在美國上市，藉此籌募大約4

人企業能夠「借殼上市」的公司。如果12或18個月內沒有

億美元資金。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據傳已考慮在美設立第

完成併購，那麼這個SPAC將面臨清算。

三家SPAC。維珍銀河（Virgin Galactic）、太空運輸初創公

這個「特殊目的」指得就是「併購未上市公司」，例

司Rocket Lab USA Inc.和Nikola陸續透過與SPAC的合併公

如新能源貨車公司Nikola，便是透過與SPAC VectoIQ合併

開上市。

後上市，屆時股票亦會「改名換姓」。
SPAC又稱空白支票公司（Blank check company），是

還沒生產一部汽車的Lucid Motors 也借殼上市

首次公開招股（IPO）及借殼上市以外，近年較常見的上

今年2月，美國新創電動車廠Lucid Motors，也決定與

市方式，可以受到較少的監管審查。這是美國資本市場獨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Churhill Capital Corp IV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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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種上市公司形式。

SPAC與IPO申請流程比較
傳統IPO

傳統IPO與SPAC的不同

SPAC

1.選擇仲介機構
2.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申請
3.路 演（ROADSHOW）及
定價
4.證券承銷
5.掛牌上市

1.創立 SPAC 且完成 IPO
2.挑選目標公司
3.確認雙方意向並談妥方案
4.完成併購，新公司上市

耗時約1至2年

僅需3至8個月

傳統IPO

SPAC

發行新股以籌措資金

以募資未來收購公司的資
金為目的

利用Roadshow
來增加投資人興趣

不要需Roadshow

需要負擔承銷費
及Roadshow費用

省錢：省 去承銷佣金費用
及Roadshow費用
省時間：無 需上市前期證
監會的審核流程

透過 SPAC上市 ，有什麼好處?
對投資人

一般散戶投資人很難參與到未上市公司的股權投資，而 SPAC 其實就相當於「只投資於
一間未上市公司的私募股權基金（PE Fund）」，讓散戶投資人可以藉由投資 SPAC，參與私
募股權類型的交易。

對未上市公司

透過 SPAC上市讓被併購的公司省了很多傳統IPO冗長繁瑣的程序，不需要經歷編寫上市
說明書、無止境的簡報與審查等；對於創投基金等早期投入，且急著出場的大股東，也沒有
IPO之後的閉鎖期（Lock-up Period）限制，併購之後便可以脫手。

對贊助人 / 管理團隊

透過SPAC上市的籌資速度，比傳統IPO更快。傳統IPO可能需要18個月以上的時間才能完
成，而SPAC通常3~5個月就能完成IPO，獲取所需的資金，而且成本要低得多。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

縮短公司上市的時間、費用少、流程簡單
SPAC公司的唯一目的是去收購有前景的未上市公

業績預期，比起在傳統IPO中披露這些數據的情況可以面
臨較小的訴訟風險。

司，讓被收購的公司能迅速上市。相較於傳統 IPO 或借殼

「這是一種完全合法的監管套利」，斯坦福大學

上市，SPAC 的好處在於：可大幅縮短公司上市的時間、

（Stanford University）法學教授、曾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費用少、流程簡單、融資有保證，並減少相關的繁雜手

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簡稱SEC）委員的

續。因此有愈來愈多的未上市企業，希望能被 SPAC 收

Joseph Grundfest說。

購。
SPAC不是華爾街的新產物，早在2000年代就存在，但
近年「贊助人」多集中將科技、新能源等初創企業，將之
與SPAC進行併合。

SPAC上市在美國掀熱潮
依據Dealogic的數據，在2020年IPO市場上近半數的
融資是通過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purpose acquisition

據數據提供商SPAC Insider表示，今年以來，SPAC已

companies, 簡稱SPAC）的模式。在2020年合計籌資820億

宣布與71家目標公司達成交易，使2020年成為迄今為止此

美元，比2019年增長五倍多，而且超過此前所有年份的籌

類交易最繁忙的一年。

資總額。據調研公司SPAC Research資料顯示，2020年美股

透過SPAC上市的初創公司通常會大肆宣傳自己的增

IPO共有445宗，其中248宗是SPAC占56％。

長預期，而目前，此種做法在傳統的IPO流程中受到限

據SPAC Analytics統計，去年全球共有248宗SPAC上

制。其中的差異源於25年前美國國會給予上市公司的一塊

市，集資共833.4億元（美元，下同），宗數及金額分別急

免責盾牌，但這塊盾牌並不適用於進行IPO的企業。因此

升55％及5倍。單計美國市場，有237宗SPAC上市，集資

結果是：透過SPAC上市的初創企業可以給出樂觀的未來

共798.7億元，佔全美IPO總集資額的44％。截至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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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訊息
八家SPAC今年共籌資

近5年SPAC上市勢
宗數

23億美元。這個數目對

集資額（億元.美金）

於同期美國公司的融資

年份

SPAC IPO

一般美股IPO

佔比

SPAC IPO

一般美股IPO

佔比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160
248
59
46
34
13

206
450
213
225
189
111

77.70％
55.10％
27.70％
20.40％
18.00％
11.70％

475.76
833.43
136
107.5
100.48
34.99

737.13
1,793.46
722
638.9
502.68
257.79

64.50％
46.50％
18.80％
16.80％
20.00％
13.60％

*數字截至2021年2月19日

數據來源：SPACAnalytics

亞洲投資人透過SPAC所籌措的資金
單位：億美元

25

23.4

規模來說只是小兒科，
但已經超過了亞洲地區
2020年全年的SPAC融
資總額。銀行業人士預
計，未來可能會有愈來
愈多SPAC公司掛牌上

市，其中也包括私募股權集團所成立的SPAC公司。
最近一起較知名的案例當屬春華資本收購公司
（PCAC）1月底在紐交所上市，並在掛牌首日募集3.6億美

20

元，PCAC的金主是原高盛大中華區主席胡祖六所創立的

15

私募股權公司春華資本。其他也熱衷投資空白支票公司的

10

知名亞洲投資人，還包括香港大亨李嘉誠之子李澤楷、厚

5
0
（年） 2011

朴投資董事長方風雷。
2013

2015

2017

註：2021年資料為截至2月18日

2019

2021

資料來源：Dealogic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私募公司Princeville Capital駐香
港的執行合夥人Joaquin Rodriguez Torres說：「（對SPAC）
有點擔心，因為這種工具對某些人來說過於新穎，增長速

今年全球已有160宗SPAC上市，集資高達475.8億元，已佔
去年逾半。

度也太快。」
SPAC Research創始人Benjamin Kwasnick說，在美國上

SPAC在2020年大行其道。由於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

市的SPAC有335家。他指出，這些SPAC已籌資超過1,000

疫情衝擊，市場波動大增、前景悲觀，使得許多投資銀行

億美元，這些資金存放在所謂的信託賬戶中。Kwasnick表

在IPO承銷和估值方面變得更保守。這讓許多原本有機會

示，SPAC物色的企業的價值一般相當於SPAC信託賬戶資

通過傳統IPO上市的企業，面臨上市難度和成本增加的窘

本金額的三到五倍，這意味著現有的SPAC將使至少3,000

境。而這些原本就具有上市潛力的公司，經由SPAC便能

億-5,000億美元的企業價值實現上市。高盛的Maliah估計，

降低障礙迅速上市。

在亞洲，約有400-500家企業希望在今後兩到三年上市。一
些初創公司可能會選擇通過與SPAC合併的方式加快上市

美借殼上市熱，吸引亞洲富豪

步伐。

由於亞洲地區的主要證交所目前尚不允許特殊目的
收購公司（SPAC）上市，因此，亞洲的富豪與私募股權

新加坡及香港交易所．都在研究是否允許SPAC上市

公司紛紛將資金投入美國市場，為這股SPAC熱潮增添柴

由於目前亞洲主要交易所不允許SPAC上市，因此這

火。華爾街日報報導，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由富

些投資者紛紛湧向美國市場。新加坡交易所曾在2010年研

豪和基金業者掌控的投資公司，過去一年來透過SPAC，

究過此事，目前正考慮就允許SPAC上市徵求公眾意見。

從紐交所和納斯達克證交所共計籌集了數十億美元資金。

此外，外傳香港交易所正在研究引進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Dealogic數據顯示，截至2月18日，由亞洲公司發起的

（SPAC）上市的相關機制，並已開始詢問一些券商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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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對此，港交所回應，香港是亞洲領先的全球上市集資

整個過程可能會帶來一筆豐厚利潤。2020年，摩根士

市場，不時研究加強或改革上市制度的各個方案，既致力

丹利（Morgan Stanley, MS）、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提高香港新股市場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Chase & Co., JPM）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Co.,
BAC）躋身此類交易的十大承銷商之列。瑞信、花旗集團

2020年SPAC交易平均回報率17％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SPAC過往的回報率表現不
佳。研究和投資管理機構Renaissance Capital表示，自2015

和高盛集團從則Cantor Fitzgerald & Co.手中奪走了SPAC承
銷業務的領頭羊地位。Cantor Fitzgerald在前兩年的SPAC承
銷業務中位居華爾街榜首，但2020年的排名跌至第四。

年以來上市並執行交易的107家公司中，普通股的平均回
報率為虧損1.4％。該機構表示，同期通過IPO上市的公司
平均回報率為49％。
但近期的SPAC表現更佳。Renaissance Capital稱，
2020年SPAC交易的平均回報率為17％。這在很大程度

放空大師示警：SPAC熱潮可能失控
根據彭博資訊報導，傳奇投資人查諾斯（Jim
Chanos）對SPAC熱潮提出警告，「我們現在看到令人印
象深刻的投機又回來了」。

上要歸功於少數表現優異的公司，比如體育博彩運營商

他指出，研究顯示SPAC經常破產。根據復興資本

DraftKings Inc.和Nikola。前者的股價今年以來上漲了近

（Renaissance Capital）2020年7月的報告，自2015年以來，

三倍，而後者儘管遭遇欺詐指控，但今年以來仍上漲了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SPAC的報酬率為正數，這項報告還發

90％。

現，在這段期間SPAC的報酬率中位數為負36.1％，而在同

過去認為只有根基不穩的公司才會通過空白支票交

一期間傳統IPO的報酬率為37％。

易上市。但此觀念已改變。近期成立SPAC的知名人物包

多年來，投資人向來對SPAC不屑顧，當時觀念是，

括風險投資家、Facebook Inc. （FB）的早期成員Chamath

如果一家公司無法通過傳統的IPO上市，肯定是有問題。

Palihapitiya，還有對沖基金億萬富豪William Ackman，他的

但隨著知名投資人、執行長和公司進入這個領域，這種汙

SPAC在2020年7月份籌集了40億美元，這是迄今為止規模

名化已消失殆盡。主因是SPAC是近年來擺脫繁瑣IPO流程

最大的空白支票公司IPO。

的一條捷徑。
Nikola的竄起又墜落，提供了一個關於SPAC的警示故

豐厚利潤，讓大型投行紛紛加入

事。這家電動及氫氣卡車製造商曾被視為特斯拉頭號挑戰

隨著名人和知名機構進入該領域，大型投行也增加

者，但在2020年9月爆發造假醜聞、創辦人閃電辭職後，

了該領域的承銷活動。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

導致股價跳水崩跌，自2020年6月初觸頂以來（79.93美

AG）和花旗集團（Citigroup）合計佔據了此類交易總承

元），股價已跌至18.12美元（2021年3月1日）。 華

銷份額的近30％，緊隨其後的是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投行為SPAC的股票尋找買家，為其股價提供支撐。
投行通常收取相當於初次上市（IPO）所籌資金2％的費
用作為回報，然後在SPAC與目標公司完成交易時再收取
3.5％的費用。雖然這些費用可能低於投行在傳統IPO中賺
取的收入，但華爾街投行也可以透過為這些公司的SPAC
交易提供諮詢或為收購交易籌集更多資金來賺取更多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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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晶片荒

全球車用

疫情持續延燒，帶動5G通訊、電腦及遊戲機等需求暴增，卻間接讓車用晶片供給不足、在全球
造成短缺潮！繼汽車產業因車用晶片叫苦連天，晶片短缺問題蔓延至各行各業，手機、遊戲同樣受
累，產品供貨吃緊。智慧手機、個人電腦和車用三大應用互爭產能，供需嚴重失衡，全球晶圓代工
產能缺貨問題，不僅今年無法解決，還恐延續至明年。
零件、缺晶片所衍生的就是缺車的問題。全球車用

元。里昂證券釋出報告，以「No chips, no cars」為題，指

晶片大缺貨導致全球汽車製造廠被迫減產，陸續造

出汽車所需的半導體晶片只會多不會少，在目前晶圓廠產

缺

成福特、本田（Honda）、奧迪、通用（GM）、豐田、飛

能滿載下，缺貨將延續2021年全年。

雅特克萊斯勒（FCA）、福斯（VW）及日產等國際汽車
大廠宣布減產，大眾也以半導體缺貨為由，宣佈在中國、

IHS Markit：車用晶片荒將延續至第三季
IHS Markit（馬基特）的「管理2021年全球車用晶片

北美、歐洲調整生產。汽車半導體缺貨問題的影響正在全
球範圍內擴大。

荒」報告指出，全球車用晶片吃緊，預估衝擊全球今年第
一季67.2萬輛輕型車輛的生產。中國大陸將受創最重，估

汽車供應鏈的缺貨危機 恐將延續一整年
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Roland Berger）專家貝雷特

第一季有近25萬輛車的生產受影響，其次為歐洲逾13萬輛
車生產受擾，之後為北美的逾10萬輛車。

（Marcus Berret）表示，自從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福島
預估在2021年Q1因半導體供應問題而產生衝擊的汽車產量

核災以來，汽車供應鏈就沒碰過這麼嚴重的問題。桑福德

250

短缺，今年上半年全球汽車工業將減產450萬輛，德國汽

200

車零件大廠大陸集團（Continental）預估晶片缺貨的情況
在6至9個月後才會改善。此情況不僅影響全球汽車銷售，
也會衝擊歐美中等汽車產業在GDP吃重經濟體的就業數
據，成為全球景氣復甦的絆腳石。

汽車單位：1000

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預測，由於晶片供應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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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南亞

中國

日韓

歐洲

南美

顧問業者AlixPartners預估，晶片荒可能拖累全球車廠
第一季營收損失逾140億美元，今年預估損失達610億美

20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九期

註：預估截至2021年1月29日

資料來源：IHS Markit

報告指出，車用晶片短缺預料將延續到第三季，屆時

帶動8吋晶圓投片量大增，8吋晶圓廠產能早已塞爆，加上

產能將完成重新配置，消費電子產品需求也可能稍微降

美國對中芯國際制裁，更使得以8吋晶圓製造為主的車用

溫。追蹤產業生產計畫的Auto Forecast Solutions預估，半

晶片大缺。全球主要8吋晶圓廠，台灣有台積電、聯電、

導體短缺今年將影響96.4萬輛車的生產。

世界先進，中國則有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華潤微等。
從晶圓應用分布來看，去年車用占全球8吋晶圓需求比重

影響全球晶片荒的因素

約33％，占12吋晶圓需求比重約5％。

車用晶片客戶去年上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訂

晶圓代工廠世界先進董事長方略指出，今年汽車出貨

單停了6個月，直到去年第四季才重新下單。但去年下半

量可望自去年的7200萬輛，增加到7700萬輛，每輛車內含

年，多數半導體產能早已被智慧型手機或筆電業者需求預

半導體價值也將增加15％，車用半導體將成長約24％，整

訂一空，車用晶片下單時間點已經太慢，且今年第一季車

體半導體需求非常強勁，晶圓代工供不應求。

用晶片庫存幾乎用完，要解決此一問題挑戰難度很高。
加上，從2020年全球海運運價飆漲，外銷貨櫃又因疫

電動車、自駕車推升車用晶片的需求

情受困在歐美碼頭有去無回，導致亞洲大缺櫃，航運缺櫃

晶片短缺正影響著消費電子、汽車製造和計算機等許

情況持續惡化，不僅衝擊汽車OEM及售後零件（AM）出

多行業的眾多全球製造商。過去20年裡，隨著汽車越來越

口，也影響零組件進口。

多地由軟體控制，比如發動機、排放控制、剎車、空調和

此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中國晶片廠的制裁，使車
用晶片短缺的問題更加惡化；據悉，在中芯國際被美國

升降車窗等，越來越多的複雜安全功能也依賴晶片，例如
自動車道控制和避免碰撞等。

商務部，列入禁售受令制裁黑名單之後，便開始有汽車製

TrendForce旗下半導體研究處表示，隨著自駕等級的

造商，把訂單轉往台積電，導致台積電「爆單」，產能吃

提升、5G基礎建設的普及等因素，車用記憶體未來需求將

緊。同時，華為為了防範美國擴大制裁而大囤貨，而包括

高速增長。以目前自駕程度最高的特斯拉（Tesla）為例，

蘋果在內的競爭對手，為了確保產量也跟著搶。

從Tesla Model S/X起，由於同時採用NVIDIA的車用CPU及

雪上加霜的是，去年10月及11月，日本延岡Asahi

GPU解決方案，DRAM規格導入當時頻寬最高的GDDR5，

Kasei Microdevices工廠發生火災以及ST（意法半導體）的

全車系搭載8GB DRAM；而Model 3更進一步導入14GB，

法國工廠發生罷工都擾亂了晶片交付進程。今年2月，日

下一代車款更將直上20GB，其平均用量遠勝目前的PC及

本東北213強震導致日商主導約八成市場的半導體關鍵耗

智慧型手機，預估近三年車載DRAM用量將以CAGR超過

材光阻液供應告急；同時，強烈暴風雪侵襲美國，作為半

三成的漲勢繼續向上。

導體生產重鎮的德州，氣溫創下30多年新低，大規模的停
電、停水災情，更嚴重衝擊當地產業營運，包括三星電

2024車用半導體將占全球半導體比重約10.8％

子、恩智浦、英飛凌設於德州的工廠，都被迫暫時停產，

汽車業者在晶片供應上的話語權一向不高，因為車用

引發外界對全球晶片荒，進一步加劇的擔憂。

晶片約只占全球晶片製造的10％，不是半導體業的大客
戶，但汽車業者卻愈來愈依賴這些零組件。晶片對車廠的

8吋晶圓廠產能早已塞爆

重要性與日俱增，現在小客車與卡車裡有著數十枚晶片，

車用晶片大部分來自8吋晶圓製造，包括CMOS影像感

且隨著更多車輛都具備輔助駕駛功能，這個數量只會繼續

測元件、電源管理晶片、微控制器（MCU）、射頻元件、

往上加。根據Deloitte估算，到2022年時，每輛車將會安裝

微機電（MEMS）、功率分離式元件等，都是汽車和電動

價值約600美元的晶片，約為2013年時312美元的近兩倍。

車不可或缺的零件。電動車加上自動駕駛應用需求強勁，

根據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資料，去年全

第四十九期∣2021∣華商世界

21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球車用半導體市場規模年減12.2％，但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產品與一般商規，兩者至少有3成以上的溢價，且價格也

（ADAS）半導體反而年成長10.5％，電動車用晶片年成

會隨著規格與細緻度上升而有倍數上漲的可能。

長10.6％；預估到2024年，全球車用電子半導體市場規模

由於車用IC一般需要高溫高壓的操作環境，以及

可到639億美元，占全球半導體市場比重約10.8％ ，年複

較長的產品生命週期，故需要高度要求其產品可靠度

合成長率約9.3％，預估到2024年所有車用半導體產品將呈

（Reliability）與長期供貨（Longevity）等特性，因此通常

現正成長。

並不輕易地轉換產線與供應鏈。在全球晶圓代工產能不足

對汽車而言，晶片擁有數十種用途，包括用在輔助轉

的情況下，車用半導體受產能排擠影響顯著。TrendForce

向系統和煞車的感測器，和車用娛樂資訊系統。汽車製造

表示，目前車用半導體以12吋廠在28nm、45nm與65nm的

商擴大生產電動車，也推升這些晶片的需求持續增加。加

產線最為緊缺；同時，8吋廠在0.18um以上的節點亦受到

上電動車趨勢帶動，以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的

產能排擠。

使用，讓車用晶片需求在今年顯著提升。
隨著汽車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程度不斷提高，晶

汽車產業需要重新考慮供應鏈運作方式
車用半導體市場主要以垂直整合製造（IDM）或Fab-

片在汽車中已有廣泛應用。

lite（即IDM企業將部分製造業務轉由協力廠商代工，是資

車用晶片比其他晶片要求更嚴格安全規程

產輕量化的一種策略）生產為主，例如恩智浦（NXP）、

半導體廠商大多不自主生產，而是下單給半導體代工

英飛凌（Infineon）、意法半導體（STMicro）、瑞

企業。透過改變設備的條件及組合等來生產多種半導體需

薩（Renesas）、安森美（On Semiconductor）、博通

要一定的時間，且難以同時製造不同的半導體。此外，車

（Broadcom）、德州儀器（TI）等。這些供應商常外包晶

用半導體與其他產業使用的半導體需求不同，車用晶片須

片設計和製造給專注發展車用半導體的製造商。

經過嚴格的安全規程，供應鏈也相對較長。

隨著電動車與自駕車日漸普及，汽車產業將愈來愈依

目前車用記憶體市場，產品線的維持以及耐用度的要

賴晶片，將導致汽車製造商直接與半導體業者下單，而非

求遠較一般商規產品高，主因是汽車使用年限動輒10年起

透過供應商下單。IHS Markit指出，雖然電動車與自駕車

跳，故需保證車用記憶體產品生命周期至少7至10年，作

的銷售量僅占全球汽車總銷量的3％，但電動車所用的晶

為後續後勤維修的考量。此外，因應各國不同的極端氣

片數量卻大約是傳統汽車的三倍。汽車科技發生本質性的

候，車用記憶體在溫度容忍度上需有更高的臨界值，以避

改變，可能使汽車業者與晶片廠之間的關係重新洗牌，並

免行駛過程有突發故障。最後，比較同規格和容量的車規

可能迫使半導體大廠重新思考，如何將一些製造業務外包
給亞洲的晶片供應廠。

各應用晶片特性要求

全球最大半導體製造商之

特性要求

汽車應用

工業應用

消費性電子應用

溫度

-40度C-155度C

-10度C-70度C

-0度C-40度C

操作年限

15年

5-10年

1-3年

濕度負數

0％-100％

environment

low

可容忍故障率

目標：0

<1％

<3％

供貨年限

30年以上

5年以上

2年以上

資料來源：國泰證期、工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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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國英飛凌（Infineon）執行
長普洛斯（Reinhard Ploss）表示，
儘管汽車產業需要重新考慮整個
供應鏈的運作方式，但晶片在庫
存中的儲存期限也是有限的。普
洛斯說，半導體是有有效期限
的，考慮到它的品質，時間到了
就不能繼續使用。

美元）於政府與民間聯合投資，力圖將目前少於10％的全

晶圓製造廠建置耗時費財 是否值得投資
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在1月法說會公布，車用晶

球晶片歐盟製造市占率，提高到20％，確切目標日期還沒

片只貢獻去年第4季營收3％，遠低於智慧型手機晶片的

訂定。歐盟正考慮在歐洲興建一座先進半導體廠，以降低

51％、高效能運算晶片的31％。殘酷的現實是車用晶片必

重要產業核心技術對美國、亞洲的依賴。

須和其他報酬率高許多的產品競爭生產空間。

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報告，歐洲半導體

晶圓製造廠建置通常耗時超過2年，加上建造與裝

業僅有感測器領先世界，處理器、記憶體、人工智慧晶片

備成本飆升，使得愈來愈多半導體廠商大舉委外生產。

等領域至少落後美國和亞洲10年，晶圓代工落後亞洲5到

瑞薩（Renesas）、恩智浦（NXP）與英飛凌-賽普拉斯

15年。不過，美國繪圖晶片大廠輝達（NVIDIA）日前才

（Inﬁneon-Cypress）合計車用晶片市占率近80％，3家廠商

決定收購英國的安謀（ARM），隨後台灣的環球晶也宣布

全都委由台積電代工。

將併購德國的Siltronic，可見歐洲的半導體業規模其實正

車輛普遍使用的微控制器單價則在1美元以下。由

在萎縮。

於單價低廉，車用晶片市場其他領域仰賴老舊製程與設
備。許多車用晶片仍採用先進製程10多年前就逐步淘汰

美國對晶片供應鏈的重新審視

的200毫米（8吋）晶圓。半導體顧問公司（Semiconductor

因應全球晶片短缺，美國國會希望在自己本土重建半

Advisors）總裁麥爾（RobertMaire）說，次級市場的舊型

導體製造。美國英特爾與高通等半導體執行長聯名呼籲總

機械價格已「飆翻天」。

統拜登支持在國內生產晶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在
寄給拜登的信函指出，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製造業所占比
重，已由1990年的37％降至目前的12％。為了降低對亞洲

歐洲半導體業落後窘境
車用晶片荒暴露出歐洲半導體業落後美國和亞洲的結
構性問題。歐洲有德國英飛凌（Infineon）、荷蘭恩智浦

晶片的依賴、並掌握未來產業發展的命脈，美國與歐盟都
正力圖「晶片自製」。

（NXP）、瑞士意法半導體（ST Microelectronics）三大半

2月，拜登簽署一項行政命令，由國家經濟委員會及

導體業者，但歐洲半導體的產值僅占全球的10％，少有獨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導，在100天內完成，聚焦於半導體製

特的利基型產品。2019年，歐洲半導體業營業額400億美

造、先進封裝技術、關鍵礦源、醫療供給及用於電動車等

元，僅占全球的10％，與歐盟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不相稱；

領域的高效能電池。拜登政府預料也將在一年內將完成另

同一年美國高達47％，韓國19％，台灣也有
6％。
歐盟去年12月重新啟動IPCEI計畫。IPCEI

半導體產能
300mm, 2019 (%)
0

是「歐洲共同利益重要計畫」（Important

韓國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的縮寫，

台灣

指的是為打造對歐盟經濟有戰略重要性的未
來產業，各成員國可集中資源，避開政府補
貼規定的限制。目前除了車用電池、雲端平

5

10

15

20

25

30

日本
美國
中國
新加坡

台、通信科技和氫能經濟，半導體生態系也
歐洲

在規劃之中，法國、荷蘭、義大利等17國已

以色列

同意參與。此外，歐盟的「技術主權」產業
策略，計劃運用上看300億歐元經費（360億

資料來源：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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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供應鏈評估，聚焦於材料、科技及基礎設施，以及與

中國汽車企業力拼自主供應鏈

國防、公衛、電訊、能源與運輸等領域相關的其他原料。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2020年共生產2522.5

美國在晶片設計上仍領先全球，但晶片製造大多交給

萬輛，占全球產量的32％。近期全球爆出汽車晶片荒，中
國也受衝擊，產量下跌。

海外代工。供應鏈行政命令和國會通過促進半導體生產的

全球汽車晶片供不應求，讓汽車產銷大國的中國大陸

撥款方案，不會對短缺現況產生太大的效果。
興建晶圓廠成本相當高，且需要持續的投資。據專家

感受深刻。中國汽車芯片產業創新戰略聯盟指出，中國大

指出，最先進的晶圓廠光是建廠就要花上長達三年，每座

陸車用晶片進口率超過九成。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中

耗資100億美元。依據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IA）的數

心總經理原誠寅更指出，中國大陸汽車晶片短缺可能會持

據，未來蓋一座引進尖端設備的晶圓廠，要花費高達200

續長達十年之久。

億美元，成本比造一艘航空母艦或核電廠還高！比較快的

中國汽車芯片產業創新戰略聯盟的數據顯示，2019年

方法還是要靠台灣的台積電和其他國外晶圓廠分配產能給

中國大陸自主汽車晶片產業規模僅占全球4.5％，中國大陸

美國電子製造商。

車用晶片自研率僅約一成，車用晶片進口率超過九成，中

晶片產業瓶頸
晶片生產企業集中於一些國家
■晶片設計軟體 ■設備商 ■Fabless（無廠）專注於設計
■IDM（垂直整合）是全包半導體的產業鏈
2019 / 十億美元

＄3.4
Synopsis

$5.3
KLA

$8.9
$13.2
Infineon
ASML
Netherlands Germany

$2.3
Cadence

$20.3
Technology
Micron
＄72
Intel Corp

歐洲

$8.8
NXP
Netherlands

美國
＄14.9
Applied
Materials

■Foundry（代工）專注於製造，晶圓代工廠

$10.6
Nvidia

$22.6
Broadcom

$19.6
$14.4
Qualcomm
Texas
Instruments

$6.7
AMD

$9.5
Lam
Reasearch

$9.6
Switzerland
STMicro

亞洲

$3.1
SMIC $10.3
China Tokyo
Electron
Japan
$55.7
Samsung
Electronics Co.
South Korea

$23.2
SK Hynix
South Korea
資料來源：Bloomberg data
註：三星收入數字是半導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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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TSMC
Taiwan

國大陸汽車晶片市場基本上已被國外企業壟斷。

商直接到本國來投資設廠，帶進相關技術與生態系。最受

為提升關鍵汽車晶片自主供給能力，去年九月，大陸

矚目的是台積電去年已經宣布的赴美國亞利桑那州120億

科技部、工信部、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中心聯合七十多

美元設廠投資案，南韓的三星電子也將斥資100億美元到

家企、事業單位，共同成立「中國汽車芯片產業創新戰略

德州奧斯汀建立設施。

聯盟」，努力實現中國汽車晶片產業的自主安全可控和全
面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去年10月發表的五年計畫（至2025

歐盟也鼓勵台商增加到歐盟的投資，現在進行中的台
灣環球晶要併德國世創（Siltronic）案，就是一例。

年），將資助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的科技業1.4兆美元。
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去年十一月發布「新能源汽車產業

晶片大缺貨的「完美風暴」

發展規劃」也明確提出，將著力推動車控操作系統及計算

全球晶片短缺問題嚴重，不只車廠缺晶片，其他高度

平台、車規級晶片等自動駕駛技術和裝備研製。中國工信

依賴晶片的產業也都面臨相同問題，熱門電玩主機如任天

部也將積極引導和支持汽車半導體產業發展，同時，透過

堂、Sony和微軟的Switch、Play station和Xbox也頻缺貨。

汽車半導體供需對接平台等方式加強供應鏈建設，加大產

專家認為，供應短缺情況會延續到下半年，這意味Sony和

能調配力度，為產業平穩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微軟的遊戲主機今年供貨都可能吃緊，甚至可能影響到下
一個耶誕購物季。

日本希望招攬台積電、英特爾到日本設廠

策略分析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執行董事莫斯頓

日本欠缺大型半導體製造商，若具國際競爭力的設備

（Neil Mawston）指出，美中貿易戰的影響、新冠肺炎造

材料廠出走海外，將面臨產業空洞化危機。日本經產省

成的混亂，以及遠距工作設備需求大增等因素，共同形塑

2019年度預算編列「後5G資訊通訊系統加強研發」1100億

出一場導致晶片大缺貨的「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

日圓，包含「研發先進半導體製造技術」。日本也希望招

莫斯頓預估，這場「完美風暴」將影響包括汽車、智

攬台積電、英特爾（Intel）到日本設廠或設研發據點，帶

慧型手機、遊戲機、平板電腦，以及筆記型電腦等裝有晶

動日本半導體設備、材料廠商「返鄉」，強化與台積電分

片的產品，「2021年，電子裝置和汽車的供給，恐進一步

工合作的關係。

短缺，且價格可能會更高。」 華

日本2020年投注於半導體研發的經費已有1,100億日圓
（10億美元），今年準備再追加900億日圓，彭博說，其

▼台積電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晶圓五廠。

中有一部分可能會用於台積電將與日本合作的研發機構之
上。

各國推動亞洲供應商前來投資設廠
30多年前，美國和歐洲主宰半導體生產，全球超過3/4
半導體在美歐製造，剩下1/4左右則在亞洲製造，甚至英
國也有強大的製造基地。如今，這個比例產生180度大翻
轉，前4強依序是台灣、韓國、中國和日本，全都超越美
國和歐洲。台灣已成為全球的微晶片工廠，也是最大的半
導體生產地，無論iPhone、汽車和電信網路都需要使用這
些晶片。
因此，各國追求晶片自主的同時，也希望促成亞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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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時代來了
隨著各國陸續發布禁售傳統燃油車時間表，汽車市場朝向電動化發展已成為
趨勢，全球主要車廠也看好未來電動車市場將呈現爆發式成長，紛紛宣示要提高
電動車銷售占比，並推出新款電動車。科技大廠更是紛紛加入此塊市場。瑞銀更
預估電動車將在2030年占全球車輛產量半數比重，到2040年拿下100％車市占率。
曾被市場看衰的電動車廠特斯（Tesla）拉股價逆勢大漲逾50倍，分拆後再
漲一倍，市值突破8200億美元，躋身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之列，也成為全球市值
最高的汽車製造商。自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成為全
球首富以來，汽車產業就從未見過這樣的估值。讓曾經生氣公司上市後拳腳施展
不開，而放話準備要讓特斯拉私有化下市的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表
示，現在「不可能」將特斯拉下市了。
紐約華爾街及全球投資人，不斷追捧電動車產業，投資者在2020年幾乎買下
了所有與電動汽車有關的東西。連一部車子都還沒生產的車廠Lucid Motors，透
過SPAC借殼上市，被估值為240億美元，成為新創電動車業者關籌資過程中規模最
大的交易案。
在這被稱為「百年一遇的轉型期」，電動車，將是傳統車廠與科技巨擘的下
一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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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汽車史中，引擎核心技術門檻高，讓傳統車廠自

美元以上，資通訊科技業現有年產值約7,000億美元，電動

成一格，鮮有新競爭者加入，突破性的創新更是罕

車無疑是讓科技業產值倍增的大餅。

百

見。但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時機，促使電動車崛起，汽車驅
動力由燃油轉變成電力，產業的結構、參與者和規則也將

馬斯克：「不可能」將特斯拉下市了

產生變化，甚至重新洗牌。隨著全球主要大國，紛紛訂出

在這波電動車狂潮中，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是

禁售燃油車年限，加上各大科技廠、車廠群起投入，「電

絕對大贏家。特斯拉從大膽創新的初創企業，崛起為全球

動車」無疑是2021年重要趨勢關鍵字。

市值最高的車企之路崎嶇不平。特拉斯已創立17年，其創
新能力，加上投資者對電動汽車的熱情，推動特斯拉的股

2040年電動車拿下100％車市占率

價去年飆升700％以上，連續實現季度利潤也使特斯拉得

2020年全年汽車市場銷量跌破8千萬輛，福斯與豐田
全年都衰退15％左右，唯獨電動車逆勢成長，共賣出250
萬台，占比從2019年的2.5％提高至3.5％。

以被納入標普500指數，讓該公司成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
汽車製造商。
在歷經如同地獄般的十幾年低潮後，全球電動車龍

全球調研機構TrendForce預測，2021年電動車的成長

頭特斯拉在2020年首次繳出全年獲利的成績單，並在2021

幅度更是令人期待，高達40％。瑞銀全球研究集團預期

年初股價寫下884美元歷史新高，最高市值飆破8,200億美

2025年電動車與非電動車將達「製造成本平價」，電動車

元，不但超越了豐田（Toyota）、福斯（Volkswagen）、

的平均營業利潤率預估將從2020年的1％升至7％。瑞銀更

日產（Nissan）、現代（Hyundai ）、通用（General

預估電動車將在2030年占全球車輛產量半數比重，到 2040

Motors）、本田（Honda）、飛雅特克萊斯勒（Fiat

年拿下100％車市占率。

Chrysler）、福特（Ford）、寶獅雪鐵龍（PSA）等「9家
車廠的市值總合」，更擠進全球企業市值排名前十，讓執

電動車電子零組件商機，2030年達1兆美元以上

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曾躍居全球首富。

電動車正在改變傳統汽車市場，帶給科技產業下一波

自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

龐大商機。專家表示，全球電動車未來十年滲透率將由目

成為全球首富以來，汽車產業就從未見過這樣的估值。因

前的3％提升至30％以上，電動車的電子零組件占比高達

此，曾經生氣公司上市後拳腳施展不開，而放話準備要讓

70％，相對傳統燃油車所占比率僅15-30％，電動車帶來的

特斯拉私有化下市的馬斯克表示，現在「不可能」將特斯

電子零組件商機從現在的3,000億美元，到十年後將達1兆

拉下市了。

Trend Force分析師預估2021年電動車銷量成長40%，
總量可達340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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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期∣2021∣華商世界

27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從電子高科技思維出發，是特斯拉顛覆汽車產業

期內湧進10萬輛左右的Model Y新訂單。由此可見特斯拉

典範關鍵

在中國市場有巨大的銷售潛力。

特斯拉對電動汽車、電池、軟體、自主、設計、製造

馬斯克更是信心十足。他先是在2020年特斯拉第三季

和行銷等行業商業模式的挑戰是其競爭優勢，品牌影響力

財報會議上預估，2021年總交車量將達84萬∼100萬輛。

超越汽車。

2021年2月初，馬斯克更在語音社交平台Clubhouse上透

特斯拉的崛起除了與國際環保趨勢有關之外，技術創
新也是重要原因。首先是電池技術的突破。目前特斯拉車

露，特斯拉將穩步邁向每年交車2,000萬輛的終極目標，預
期在2030年達成。

輛使用的鋰電池，主要來自Panasonic、LG及寧德時代等業

勤業眾信管理顧問公司副總經理辜卓洋認為，特斯

者，即使所有供應商都開出最大產能，特斯拉認為，2022

拉的崛起，具有幾項指標性意義，包括在電池技術的提

年將面臨嚴重的電池供貨短缺。為此，特斯拉已著手研發

升、充電基礎設施的配套更加完善，造型上也打破了愛

和自產電池，在2020年起陸續遞交許多電池專利申請，包

車人士認為電動車「很醜」的印象，第一款純電動跑車

括降低成本並讓電池更耐久的電解液添加劑，以及鎳鈷錳

「Roadster」，就是以英國跑車Lotus Evora為設計基礎。

（NCA）電極合成、新型電池配置設計等技術。
此外，除了優越的自動駕駛功能，加上透過空中下載

傳統汽車廠牌急起直追，特斯拉難獨霸電動車市

更新（OTA，Over-the-Air Technology），不定期自動升級

電動車市場的大餅，不是美國特斯拉、或是中國的蔚

軟體，讓特斯拉不但開起來更安全省力，軟體更新，也使

來、小鵬、理想、威馬等車廠的囊中物；各大知名品牌

得車子買愈久，性能反而愈來愈好。從電子高科技的思維

車廠如奧迪（Audi）、戴姆勒（Daimler AG）、BMW、

出發，就是特斯拉顛覆汽車產業典範的關鍵，讓不少人戲

福特（Ford）、豐田（Toyota）、日產（Nissan）、福

稱特斯拉電動車為「裝了輪子的iPhone」，這讓很多「科

斯（Volkswagen）等，也都積極插旗圈地，希望能在電

技迷」成為特斯拉電動車的「粉絲」。

動車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甚至連設計iPhone手機的蘋果

特斯拉還在全球各主要市場建立許多「超級充電

（Apple），也有意提早推出Apple Car來一較長短。

站」，提供快速充電服務。目前全球超級充電站的設置數

特斯拉的成功，刺激傳統車廠，加快速度朝向電動車

量超過2000個，合計超過20000個超級充電樁，遙遙領先

轉型。隨著傳統車廠急起直追。根據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報

其他競爭對手。消費者購買電動車時，充電站的多寡是考

告，傳統車廠推出的純電動車，今年2月在美國的總銷量

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整整增加一倍。其中，獲得2021年度北美最佳SUV大獎的

特斯拉並不是「完美無缺」，有時會有內裝材質不

福特（Ford） 純電野馬SUV Mustang Mach-E，2月總銷量

佳，召回修正。例如懸吊連桿等問題，造成輪胎走位、斷

達到3,739輛。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在報告中直言：「特斯拉

軸等現象，這是硬體問題，無法透過空中下載更新軟體解

在美國市場流失的市佔率，幾乎100％是被福特Mach-E吃

決問題，只有召回。即便有這些「瑕疵」，特斯拉的電動

掉。」

仍受到消費者的喜愛，因此銷售量屢創新高。

此外，一些老牌汽車製造商最近紛紛擬定野心勃勃的
電動車銷售目標。通用汽車（GM）也重申未來5年內將投

預期在2030年每年交車2,000萬輛

資270億美元於電動車及自駕技術，並於2025年底前推出

今年電動車市場還是會由特斯拉領軍，尤其是中國市

30款電動車的願景。稍早舉辦的消費性電子展CES上，通

場在特斯拉上海工廠的加持下，以在地生產的競爭價格，

用汽車才為全面轉向電動車睽違50年大改Logo，表明轉型

成功搶佔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今年元月初，特斯拉將

決心，並宣布想在2035年以後只銷售零排放的車輛。

Model Y在中國降價，瞬間擠爆中國特斯拉下單網頁，短

28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九期

福特汽車（Ford）則為其歐洲的電動車銷售設定更雄

傳統車廠中最有力的追逐者!福斯電動車銷量2020標上全球第二
2020年全球新能源車總銷量逾312萬輛(2019年為226萬輛)，其中68%是純電動車。
值得注意的是，福斯集團市佔從2019年的第六名上升至2020年的第二名。
電動車銷量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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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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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斯

福斯集團

上汽集團

雷諾-日產-三菱聯盟

BMW

註：2019年全球電動車銷量第二名為中國電動車廠比亞迪(佔比10%，總銷量為225,757輛)
資料來源： EV Sales、EV-VOLUMES /數位時代

心壯志的目標，表示在2030年前所有銷售的車款都將是電
動車。

國家補貼與環保政策的推進，加速傳統汽車業轉型
燃油引擎研發成本非常高，傳統車廠靠著引擎技術的
門檻，長年來產業地位不可撼動。然而，政策的變動，

福斯是唯一能與特斯拉（Tesla）角逐電動車龍

包括擬定碳排放目標、禁售燃油車等，逼使汽車產業不得

頭的對手

不變。隨著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各國紛紛訂出「禁售燃油

瑞銀集團（UBS）更認為，未來幾年內唯一能與特

車」時間表，如日本、歐洲等國已開始明定未來禁止銷售

斯拉（Tesla）角逐電動車龍頭的強勁對手，是福斯汽車

燃油車，加速了電動車、混電車市場的成長和變化。特別

（Volkswagen）。以手機品牌做比喻，如果特斯拉是電動

是美國、中國及歐盟等三大經濟實體的電動車市場，就占

車界的蘋果，那麼電動車界的三星可能就是福斯汽車。對

了全球九成以上。

於福斯汽車能領先特斯拉的關鍵領域，UBS認為是其擁有

各國禁售燃油車、降低碳排放的大限，都落在10∼15

最佳可擴展電動車平台。UBS預測，福斯汽車電動車銷售

年後，在目前所有新能源車中，技術較成熟的就是電動

量最快將於2022年就會追上特斯拉，屆時兩家車廠交車量

車，車廠為了配合政策，不得不正視電動車趨勢，加速轉

均將達到120萬輛左右。

型。

2020年，歐洲三大車廠福斯（Volkswagen）、BMW、
戴姆勒（Daimler）的電動車銷量，較2019年成長3倍，值
得注意的是，福斯的純電動車（不含油電車混合）在歐洲
售出11.7萬輛，超越特斯拉的9.6萬輛。

美國政策主軸：電費率及稅率等法規監管
美國加州於2020年宣布從2035年起，不能再銷售汽、
柴油的新車，主因是要對抗氣候變遷及嚴重空汙。而加州

歐洲及美國傳統車廠的電動車，今年將開始邁開大步

是全美國最大汽車市場，這項禁令一出，讓本來就面臨轉

向前行。日本傳統車廠在前幾年對電動車策略舉棋不定，

型壓力的傳統車商，承受更迫切改變的衝擊，也顯示汽車

至今如不加速發展，恐無法跟上世界的腳步。

電動化是未來幾年非常重要的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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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推動的相關法規，除了直接補貼售價外，更多是

挪威等北歐國家持有電動車比例是最高，因為民眾對

與充電站的建置有關，甚至可以說充電費率及稅率等法規

環保意願的切實，所以計畫在2025年就開始禁售燃油車。

監管才是主軸，這是因為美國更關注充電站等基礎設施被

此外，歐盟政策非常強調要建立能方便使用電動車的環

單一廠商壟斷後可能造成的問題。美國市場在2021年將會

境，除了充電樁的布建外，連新建築都必須將相關設施納

如2020年歐洲市場相似，電動車數量增長，其中一個主要

入設計。

變因就是拜登總統會推出更嚴格的碳排放規範，將帶動美
國插電混動車和純電車的成長。如美國總統拜登更矢言要

中國專注在電動車產業鏈的建立

把約 65 萬輛政府公務車汰換成電動車，並規劃未來每年

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依然是中國，2020年中國市場

投資5,000億美元，預計到2050年前落實100％的清潔能源

已經賣出100萬輛純電動車，其中特斯拉Model 3在連續降

和零排放車輛。

價的猛攻下，成功以年銷13.7萬輛登頂。第二名是短程代
步電動小車五菱宏光Mini EV，第三名是長城汽車集團的

補助政策，讓歐洲成為2020最大電動車銷量區

電動小車Ora R1。

2020年是歐盟碳排放標準的門檻年，根據法規要求，

中國專注在電動車產業鏈的建立，包括透過碳排放政

車廠平均碳排放量需要從2019年的每公里130克，下降到

策來迫使車商轉型或是鼓勵新創來投入生產及技術的研

每公里95克，未能達標的車廠，每超標一克，依據售出的

發。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產銷都同樣領

車輛數，每輛罰款95歐元。同時，歐洲許多國家也針對購

先，且由於技術的確正快速跟上，產業規模優勢越來越明

買電動車的民眾提供補助，包括減稅，以及購車金回饋，

顯。中國政府設定的目標是，到2025年，電動汽車占汽車

金額從3千歐元到9千歐元不等。歐洲各國也提供大筆預

銷量的20％，也就是500萬輛左右。

算，擴建公共充電樁，完善基礎建設，降低民眾換購電動
車的門檻。

告別單打獨鬥，走向結盟合作
電動車的興起讓汽車生產方式出現轉變，不再只由一

此外，歐洲電動車主要消費國德國、法國、英國、挪
威、荷蘭、瑞典與義大利等，持續加碼提供購買補貼與稅

家企業包辦所有工作，「跨企業」合作將成為趨勢。

收減免等優惠措施。占歐洲電動車消費大宗的德國，2020
年6月祭出對電動車購置補貼加碼50％政策，帶動歐洲整

全球加碼推廣電動車

體電動車滲透率由當年5月的7％大增至8月的11％。大幅

中國更延長補貼期

提高民眾購買意願，讓歐洲取代中國成為2020年電動車銷
量的最大區域。

全球「禁止新燃油車銷售」時間表
2021
2025

哥斯大黎加
挪威、荷蘭

2030

瑞典、比利時、英國（允許混合動力）、愛爾
蘭、冰島、斯洛維尼亞、丹麥、比利時

2035

美國加州、日本、英國、德國、丹麥、加拿大魁
北克

2040

法國、西班牙、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

資料來源：科技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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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將電動車補貼延長兩年至2022年底，補貼對
象為人民幣30萬以下電動車

歐盟


．對零排放汽車免徵增值稅
．2025年前，建設200萬座充電椿及燃料補充
站（如加氫站）

英國

．計畫對油車更換電動車的車主補貼6000英鎊

法國

．發布80億歐元電動車刺激計畫
．提供消費者購置補貼7000歐元

德國


．增值稅下降，撥款500億歐元用於推動電動
車發展及設計充電椿
．對購買4萬歐元以下電動車消費者補貼9000
歐元（原計畫2020年開始補貼5000歐元）

資料來源：商業週刊∕中國東方證券

2020年純電動車市場排名與主力車款
年／排名

品牌

1
Tesla
2
Volkswagen
3
比亞迪
4
五菱宏光
5
Renault
資料來源：TrendForce (2021年2月)

市佔率

2020主力車款
（合計超過70％）

24.5％
6.6％
6.4％
6.2％
5.6％

Model 3
Golf、ID3
秦、漢、e2
五菱宏光MINI
ZOE

其他零組件業者難以參與開發，但
MIH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個開放平
台，可以集眾人的智慧，且採軟體
定義，一旦軟體升級，車子也會跟
著升值，再加上採軟硬分離方式，
開發周期短。和有電動車界iPhone
之稱的特斯拉，MIH的定位更像是
「電動車界的安卓（Android）」。

而鴻海與裕隆在2020年10月16日宣布結盟，成立MIH

魏國章也強調，先前資安與汽車產業對彼此產業都不

電動車開放平台，訴求四大特色：模組化、彈性化、客製

甚了解，但有了MIH平台可以溝通討論後，不但可以經由

化；第二個特色輕量化與一體成型、第三特色為強大電子

整合測試，降低漏洞產生的可能，也可以降低彼此作業的

電氣EEA架構、第四大特色是自駕車技術，加入全球業者

重複性，而加速開發進程，這也是MIH存在的最大價值。

日益眾多，短短幾個月，就吸引全球 1000多家廠商加入。

MIH平台聯盟的成立，正式由台灣電子及汽車業雙龍

鴻海技術長魏國章表示，傳統汽車都是以硬體來做定

頭扮演領頭羊，整合帶領科技及零組件業者攜手進軍電動

義，所以車一落地就貶值，再加上採取封閉系統，各個零

車產業，擺脫過去廠商單打獨鬥的接單模式。這不僅代表

組件都是各自為政，並沒有和系統做整合，以致管理難度

鴻海集團布局電動車的決心，背後更顯示全球電動車浪潮

高，即使是現今當紅的特斯拉，採行的同樣是封閉系統，

已然成形。

▼電動車太陽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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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許多汽車相關公司透過SPAC上市
電動汽車技術

汽車新創企業透過SPAC IPO的數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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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 INSIGHTS

電動車市場競爭激烈，法人預估到 2030 年，全球電
動車銷售量可達到 2,200 萬輛，較目前市場規模成長近 10

Jay Ritter提供的數據，以前從未有這麼多沒有收入的公司
以如此之高的估值尋求上市。

倍，未來 10 年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將達 27％；而鴻海此次

初出茅蘆的美國電動車廠Lucid Motors，決定與特殊目

推電動車 MIH 平台，正是掌握了汽車產業風向轉變的大

的收購公司（SPAC）Churhill Capital Corp IV合併，以便借

方向。

殼上市。收購公司同意注資44億美元合併Lucid，對其估值
為240億美元，成為新創電動車業者關籌資過程中規模最

電動車成投資新顯學，沒生產汽車也能獲資金

大的交易案。

全球電動車發展加速，在美國特斯拉的帶領下，相

當然也別忘了Nikola的醜聞。Nikola公司是計劃生產氫

關電動車概念股飆速。且特斯拉被納入標普500指數除了

燃料電池和電池驅動型卡車。在2020年6月份利用特殊目

提振特斯拉的股價，還有約11兆美元的共同基金和其他投

的收購公司（SPAC）實現上市後，Nikola的估值一度超過

資跟隨標普500指數。股市投資者對電動汽車初創企業趨

300億美元，高於福特汽車。然而9月一家做空機構發布的

之若鶩，甚至就連與電動汽車企業合併的前景都能讓特

報告指稱Nikola誇大其技術和進展的部分內容，導致該公

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簡稱

司股價下跌逾50％。Nikola的創始人兼時任執行董事長隨

SPAC）的股價飆升。

後辭職。該公司和這位創始人都否認欺詐指控。

去年，電動汽車初創公司Hyliion、Fisker和Lordstown
Motors Corp.還都是小公司，員工只有幾十人。其中兩家公

影響電動車市場發展的因素

司僅製造了一輛原型車。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報告了收入。

依據專家分析，牽動電動車市場發展的因素有三：第

如今，股市投資者對上述每一家公司的估值都超過了30億

一是各國政府政策，各家車廠極力發展電動車原因，跟各

美元。根據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金融教授

國政府推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環保政策有關，且有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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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補貼方案，可以降低消費者購買成本，提高換車意願。

化與智慧化，未來汽車不僅要考慮能源驅動的問題，還要

但若沒有補貼是否能引起消費者購買電動車呢?第二是電

更著重於科技密度和用戶體驗，一如智慧型手機當年顛覆

池技術改善，電池模組佔整車成本近 40∼50％。因此，電

傳統手機。

池成本是否降低、電池的續航能力是否提升，也將牽動購

電動車的來臨正在為百年的汽車產業帶來革命性的改

車意願。第三是充電的基礎建設，充電站的覆蓋率、單次

變，因為電動車的四大汽車產業核心趨勢「CASE」 （連

充電所需的時間，都是目前電動車的關鍵議題。這些因素

網Connected、自駕Autonomous、服務與共享Services and

都將影響汽車廠商的未來發展以及消費者的購車意願。

Shared、電動Electric），正在改變傳統汽車供應鏈的生

展望2021年，特斯拉與眾多競爭對手積極推出新款電
動車，配合電動車行駛里程、性價比、充電時間、缺乏充

態。很多專家相信，在四大趨勢下，自駕車將是未來的主
流，重新定義個人移動平台的使用。

電設施等影響購買電動車的基礎條件逐漸獲得改善，對電

電動車崛起勢不可擋，從美國通用汽車（GM）、

動車爆發有關鍵性作用；歐洲各國陸續從2025-2040年起禁

克萊斯勒、德國BMW、福斯到日本豐田；從美國加州蘋

售燃油車政策，也是民眾換購電動車的驅動力。

果、亞馬遜，不論傳統汽車大廠還是科技巨頭，大家都宣
示要進軍電動車。

重新定義個人移動平台
數位化已是未來汽車不可逆的方向。未來汽車的發展
方向，早已不是電池和石油的燃料之爭，而是汽車的數位

電動車一路走來的點滴與背後的故事，正如賈伯斯說
過的話：「你無法預先把點點滴滴串連起來，只有在未來
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那些經歷是如何串在一起的。」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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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動車榮景
在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飛速發展，汽車智慧化的滾滾浪潮下，不論是上汽集團、比亞迪這樣的
中國傳統車廠，還是蔚來、小鵬這樣的新入局玩家，甚至是華為、百度等網路企業，都紛紛加入戰
局。中國放寬對外國汽車製造商的限制以及補助政策，更是吸引外國車商轉戰中國。
球電動車發展加速，在美國特斯拉的帶領下，相關

全

銷量的壓倒性優勢，中國電動車的國際市佔率可達57％。

電動車概念股飆速。中國大陸電動車三雄鹹魚翻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商務和經濟高級

身，理想、小鵬上市不到一年，市值從IPO階段的50億美

顧問兼理事會主席甘思德（Scott Kennedy）認為，電動車

元，站上300億美元以上，蔚來更是突破900億美元，僅次

業正以極快速度擴張，目前還主要集中於中國國內市場，

於比亞迪的中國大陸第二大汽車公司。

但中國未來幾年可能會開始專注出口。這意味著中國有可

中國大陸巨頭企業也積極布局。例如，通訊設備製造
商華為，已經成立汽車業務部門，正在開發傳感器。百度

能向世界市場以極低的價格投放大量電動車，這會對全球
汽車業產生重大影響。

與吉利控股集團將組建智慧汽車公司，以整車製造商的身
分進軍汽車業。

203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中國於2020年10月發布「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

（2021-2035年）」，預期提出2025年新能源汽車新車銷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佔全球銷量的三分之

量占整體汽車新車總銷量約20％，目標在2035年中國大陸

一，比美國和日本的加起來還大。透過在中國合資企業，

之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且純電動汽車

通用和大眾汽車（Volkswagen）在中國的汽車銷量都超過

將成為市場新車主流，公共領域用車全面電動化。大多數

了本土市場。

分析師預計，按照這一目標，未來幾年中國電動車市場將

此外，中國的影響力也延伸到電動汽車製造行業。中

實現強勁增長。此外，《規劃》還提到推動動力電池業的

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按照國際能源署的資訊，截

「全價值鏈」發展。鼓勵企業提高鋰、鎳、鈷、鉑等關鍵

至2019年底全球共有約720萬輛電動車，其中47％位於中

礦物資源的「保障能力」。

國，同時中國也是汽車充電樁最為普及的國家，全球82％
快速充電站在中國境內。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預估，包括混
合動力車、電動車及燃料電池車在內，統稱「新能源車」
的銷量將在2021年成長40％，達到180萬輛。
國際能源署預計，到2030年，中國將保持全球電動車

34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九期

中國電動車產業優勢
中國是全球最大鈷消費國，消費量 80％ 以上用於可
充電電池業。全球鈷精煉排名前六企業中，中國企業佔五
席。統計顯示，在鈷精煉加工領域，中國企業控制 80％

市場占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9年發表

特斯拉崛起與中國有著密切關聯，2020年啟用的上海

的工作文件稱，剛果14個最大鈷礦，有8座為中國公司所

超級工廠讓特斯拉產能有大幅度提昇，並得以維持相對親

有。

民的售價。目前中國約占特斯拉整體銷量的20％，不過維

中國大陸電動車產業優勢除了有龐大的消費市場支撐

德布什證券分析師丹．艾夫斯（Dan Ives）預估，2022年

外，其關鍵零組件的生產也是未來主導產業走向的重要

時這個比例將成長至40％。屆時中國可能將超越美國成為

力量。中國是電動汽車大型電池組的重要生產國，產量遠

特斯拉最大市場。

超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直到一年前，中國的有關規定還

特斯拉在中國大陸汽車市場的亮眼成績，讓中國科技

要求，獲得政府補貼的電動汽車必須使用中國電池供應

巨頭紛紛加入戰局，深耕自動駕駛的百度宣布造車，與吉

商，而不是主要來自日本和韓國的競爭對手。這迫使跨國

利汽車組建合資公司；小米搶快先一步入局，可能和比亞

公司向中國的主要生產商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公司（簡稱

迪合作。加上四大天王比亞迪、蔚來、理想、小鵬，和異

CATL）下了巨額訂單。目前中國車用大型電池組的產量

軍突起的法拉第未來，中國大陸電動車市場掀起造車潮，

佔全球半數以上，其中以寧德時代為最主要的車用電池生

人人都想一拚高下。

產商，擁有大陸近半數的市佔率，國際上知名的歐系與日
系車廠都是他的客戶，技術上已走在全球前端。
在電動機方面，因為大陸控制全球7成的稀土金屬產
出，以及鋰、鈷等大量由大陸把持的非洲礦場出產的關鍵

不只是特斯拉想搶下中國這塊大市場，鴻海也與中國
電動車新創拜騰合作，計畫提供先進製造技術、營運管
理經驗與產業鏈資源，協助其在2022年第一季實現電動車
M-Byte量產。

原料，保證有穩定的原料來源。

放寬對外國汽車製造商限制，吸引外國汽車進入
補貼及政府採購，推動中國電動車市場
由於擔心國內的污染問題、渴望在未來的技術領域保

除了新能源汽車政策以及補助政策之外，中國放寬對
外國汽車製造商的限制是很大的契機。

持競爭力，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為本國電動汽車行業提

中國十多年來一直透過監管規定，迫使跨國公司將其

供大量補貼。早在十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就

電動汽車技術轉讓給它們與中國製造商組建的合資企業，

已向計程車公司和地方政府機構提供了每輛車高達8800美

作為進入中國龐大市場的條件。2018年，對電動汽車的此

元的電動車購買補貼。

類規定被取消，2022年將取消對其它汽車的此類規定。特

據中汽協統計，2020年中國純電動車市場銷量規模在

斯拉利用這一變化，成為首家在中國擁有全資工廠的外

百萬輛，預測2021年將呈現高增長發展態勢，增幅將達

國汽車製造商，並於2020年開始交付其上海工廠生產的汽

40％以上。跟歐美汽車市場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大陸汽車

車。

市場對新能源汽車（純電動車、燃料電池車及插電式混動
車）發展，一直祭出各種政策和補貼支持。

全球主要汽車製造商已在中國研發電動汽車。戴
姆勒（Daimler）和豐田（Toyota）都已與中國製造商成

據CSIS統計，過去10年，中國政府以不同形式對新能

立了生產電動汽車的大規模合資企業。福特汽車（Ford

源車業的補貼高達6,760億人民幣。雖然政府補貼2019年減

Motor）宣布，將在中國和墨西哥生產新款純電動Mustang

少，中國新能源車的銷售收入中，仍有30.7％來自補貼。

Mach-E。
寶馬（BMW）計劃在2022年將其在與華晨中國合資

中國電動車市場大家搶進
全球各家看準電動車商機的業者，無不盯上中國這全
球最具潛力的市場。

企業中的持股比例從目前的50％提高到75％。獲得更多控
制權和利潤可能意味著，寶馬也更願意利用中國為其它地
區生產汽車。去年，中國大幅削減了電動汽車補貼，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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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個積分交易機制，以鼓勵汽車製造商生產更多電動

款車型，並預計在2024年開始生產該合資企業的首款新車

汽車。

型。該中心將生產由奧迪與歐洲保時捷汽車控股股份公司

奧迪公司（Audi AG）一月表示，將與一汽解放集團
在中國成立一家新合資企業，共同生產電動汽車。奧迪

（Porsche Automobile Holding SE）合作開發的全電動汽車
車型。

表示，到2021年底，其將能通過該合資企業在當地生產12

中國電動車企市值飆升

中國三大電動車新創車企
創立時間

上市時間

股東
阿里巴巴、
小米

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的市值已經飆升，受到中國綠色

2020年交車數

蔚來汽車

2014年

2018年9月
紐交所

小鵬汽車

2014年

2020年8月
紐交所

騰訊

27041輛

理想汽車

2015年

2018年7月
那斯達克

美團

32624輛

43728輛

能源目標推動，散戶投資者也寄望這些公司能複製特斯拉
的驚人漲勢。
短短七年內，中國已陸續催生出蔚來、理想、小鵬等
赴美上市的電動車新創。除了政策的鼓勵外，這三家公司
都有中國網路巨擘的支持：理想背靠美團創辦人王興，蔚
來股東有騰訊，小鵬則是阿里巴巴和小米。

資料來源:蔚來、小鵬、理想2020財年第3季財報及官網資訊

根據2020年交車量，2014年創立的蔚來，在這三大

Model 3仍是中國電動車銷售王
2020年中國電動車單一車款交車輛排名

新創車企中表現最好，交車量突破4萬輛，遠超小鵬和理
想；從2020年1∼3季營收來看，蔚來也以96億元人民幣領
先小鵬與理想，但三家公司至今都處於虧損狀態。即使中

1

特拉斯/Model 3 (137,459輛)

國新創在電動車上急起直追，但是任何一家當前的表現，
都和特斯拉相距甚遠，跨出中國的幅度也有限。

2

上汽通用/五菱宏光MINI (119,255輛)

蔚來汽車最有話題，在7年前曾一度頻臨破產，但
自從2020年4月從合肥市政府相關實體獲得10億美元的投

3

長城汽車/歐拉黑貓 (46,774輛)

4

廣汽埃安/Aion S (45,626輛)

資，7月又從中資銀行獲得15億美元的信貸額度後，於
2020年下半年業績高高掛。蔚來汽車在紐約交易所上市的
股票去年飆升了近30倍。使其成為全球市值第五高的汽車

5

比亞迪汽車/全新秦EV (41,621輛)

6

奇瑞汽車/奇歲eQ (38,249輛)

7

理想汽車/理想ONE (32,624輛)

製造商，超過了戴姆勒公司（Daimler）和通用汽車公司
（GM）等行業巨頭。蔚來汽車是運用中國充足資金的電
動汽車供應鏈的絕佳代表。
此外，傳聞由於理想及小鵬汽車在去年年中才在美國
上市，因此很可能會在香港申請雙重上市。此外，小鵬更

8

比亞迪/比亞迪漢EV (28,773輛)

9

蔚來汽車/未來ES6 (27,945輛)

10 上汽乘用車(23,984輛)
註:：2020年中國市場賣出117萬輛電動車。
資料來源：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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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在上海科創板的進行第三次上市。由於汽車業務是高
度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大量現金儲備來擴展其產品和
服務產品並尋求創新，因此赴港 IPO 成為這些中國電動車
企業最直接且關鍵的策略之一

科技跨界造車拉抬股價
傳統汽車產業是燃油時代，需要掌握核心的精密製造

技術；但在電動化時代，造車核心是電池組、控制系統、

務。據了解，吉利進行兩個藍色行動計畫，一手主攻節能

人工智能和晶片，且中國大陸已經具備完整的電動車產業

與新能源汽車，其中，90％是新能源混合動力汽車，10％

供應鏈，只要資本強大，資源整合，科技跨界造車已是必

左右是傳統節能小排量汽車；另一手則主攻純電動智能汽

然趨勢。對百度、小米大陸互聯網巨頭而言，跨界造車在

車，成立全新的純電動汽車公司。

意料之中，且造車對上市股價更是提振利器。

今年吉利動作頻頻，不但和百度組建智能電動汽車

蔚來、理想、小鵬、比亞迪乃至特斯拉，屢屢刷新的

公司，還和富士康合資成立汽車代工企業，此外又與法

股價和首富王座，已經證明「造車」、「新能源」概念，

拉第未來（Faraday Future，FF）簽署架構合作協議。吉

是資本市場拉抬股價的催化劑。

利汽車將純電動汽車戰略升級，宣布組建成立Lingling

中國互聯網巨頭百度今年一月宣布與吉利組建成立電
動汽車公司，公開造車計畫後，百度市值大漲破千億美

Technologies電動車公司，不再是單品牌純電動車開拓，而
是綜合各品牌實力正面競爭。

元。小米傳出造車後，小米集團股價也直線拉升，單日市
值上漲了500億港元。造車的確成為提振股價、增強投資
者信心的利器。

富士康不落人後，積極結盟
此外，代工龍頭富士康，除了母集團鴻海去年10月與
裕隆汽車成立合資MIH模組化純電動平台，力拼成為汽車

百度、小米入局，志在必得

界的安卓；在大陸，富士康先是給已處於停擺狀態的拜騰

中國搜尋引擎巨頭百度與中國汽車巨頭吉利於一月宣

輸血；又與吉利宣布以50：50成立合資公司，為全球汽車

布為戰略合作夥伴，三月確認公司名稱為「集度汽車有限

及出行企業提供代工生產及定製顧問服務；還找來蔚來汽

公司」，據了解品牌釋義為「集百度AI能力之大成」，此

車前執行副總裁鄭顯聰，擔任電動汽車平台首席執行官。

也敲響中國的電動車之戰。
百度以往研發的導航系統小度車載、百度地圖、

建立完整電動車供應鏈體系，打入龐大消費市場

Apollo自駕平台等技術，也賦予百度汽車競爭上的獨特優

中國爭取在電動汽車領域佔主導地位的努力始於2007

勢，他們預計下一步將利用吉利汽車最新研發的電動車平

年。當時，擔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任命前奧迪工程師萬鋼

台SEA浩瀚架構，作為打造下一代智慧汽車的基礎。新成

為科技部部長。萬鋼曾任上海同濟大學校長和新能源汽車

立的百度汽車公司為一間獨立公司他們聲稱將運用網路科

工程中心主任，可以說是大陸電動車工業的主要推手。

技基因、人工智慧技術，投入智慧汽車的研發、製造與銷
售。
小米集團也將參預造車計畫，集團於2月21日發布公
告，「一直在關注電動汽車生態的發展，並就相關行業

多年後，中國的汽車市場早已是全球最大，銷售量超
過美日兩國總和，許多知名歐美汽車廠的最大客戶都是中
國，而且這些外商早已開始與大陸合作開發電動車。
中國大陸在電動車發展的策略，是要在中國建立起完

態勢進行持續評估及研究，不過具體形式還沒確定。」目

整的電動車供應鏈體系外，再配合

前小米集團在AIoT領域布局與汽車有關的專利已經達834

其國內促銷及引導來打下堅

件，包括變速車檔、車輛定速巡航、車輛操控、車輛導

實而廣大的消費

航、停車信息預測等。

市場。無疑
地，這將會

吉利籌組純電動車公司，推動「兩個藍色」計畫

是美國車

吉利汽車2月證實，正組建全新的純電動汽車公司

廠的不小

Lingling Technologies，年內成立，以區隔於傳統燃油車業

挑戰。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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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頭跨界造車
這股席捲全球的電動車浪潮，已不只是傳統車廠與電動車新創之間的角力，隨著科技公司紛紛
透過合作加入戰局，電動車產業的發展或許正要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車產業在維持現狀百年後，迎來了興致勃勃的挑戰

能，包括智能車門、AR系統、智慧車窗、防暈系統、數

者：科技產業。電動車市場競爭激烈，法人預估到

位車鑰、CarPlay平台、全新電池及自動泊車、無線充電。

2030年，全球電動車銷售量可達到2200萬輛，較目前市場

此外，據網路媒體從蘋果申請的眾多專利技術分析，

規模成長近10 倍，未來10年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將達27％。

蘋果是用科技業的方法，重新設計未來汽車的運作方式，

電動車已被科技界視為未來數十年的兵家必爭之地，不只

未來的Apple Car所有觸控都是隱藏式，車窗就是大螢幕，

百度、鴻海等公司跨界投入，日本Sony也在去年初發表概

而車燈也改用光纖可隨時變更圖案；甚至，因應自駕全新

念電動車Vision S，韓國樂金電子也將於與加拿大汽車零件

設計車內空間。這些技術將讓原本狹窄的空間，變成行動

大廠麥格納國際集團（Magna）成立合資事業。其中最令

辦公室、會議室、電影院。就像iPhone不只是電話，Apple

人矚目的，應該是蘋果也傳出將發展Apple Car了。

Car也不再只是一部汽車。

蘋果首款電動車Apple Car 最快將於2024發售

蘋果的優勢：自駕晶片能力佳、龐大網絡及有錢

汽

近日市面傳出蘋果首款電動車Apple Car最快將於2024

蘋果具備開發第一流自動駕駛處理器晶片的能力，而

或2025年發售的消息，外界猜測Apple Car會否衝擊Tesla電

這將會是次世代汽車產業最關鍵的競爭力。這也是傳統車

動車業務。據聞蘋果公司正推進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目標

廠所欠缺的能力，傳統車廠並沒有辦法自行設計強大的自

是在2024年生產一款汽車，可能包含蘋果自己研發的突破

動駕駛晶片。此外，蘋果擁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網路生態，

性電池技術。這項被稱為「泰坦計畫」（Project Titan）的

汽車將成為串聯起蘋果旗下所有生態應用的最好載體。

蘋果汽車生產專案，2014年從零開始，並非一帆風順。蘋

蘋果造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優勢—錢多多。 蘋果是

果曾一度放棄，專注於軟體開發並重新評估目標。該專案

市值超過兩兆美元的公司，現金流量更為充足，也讓蘋果

後來取得進展，如今打算為大眾市場打造一款轎車。

能更加從容。福斯執行長也表示，與豐田這種傳統汽車大
廠比起來，資金雄厚的技術巨頭蘋果入場，他們將面臨更

Apple Car概念，已經不僅是一部車了

大的壓力。Wedbush證券公司分析師艾夫斯（Daniel Ives）

目前蘋果官方既沒有展示Apple Car產品實體圖，也沒

預估：「電動車市場規模有望在未來十年擴大至5兆美

有Apple Car相關功能介紹，消費者對Apple Car的概念和

元，若蘋果攫取其中僅5％至10％市占，這可能成為蘋果

功能還是不清楚。但市場估計Apple Car潛在有8大智能功

另一大成長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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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Apple Car還要5至7年才會登場，但外界不敢小覷

使用其雲端平台Azure車輛平台服務，與此同時，微軟也

蘋果影響力。根據《金融時報》報導，福斯汽車執行長赫

與Volvo、日產（Nissan）和豐田等汽車集團合作，積極拓

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曾預估，2030年時，蘋果與特

展在交通運輸領域的存在感。

斯拉將是當時的最大車廠。如果蘋果真的能夠成功跨入汽

繼2019年前後投資自動駕駛車廠Aurora、領投電動卡

車產業，那代表著未來我們也可能會看到越來越多的科技

車新創Rivian之後，亞馬遜2020年再以12億美元收購自駕

巨頭把手頭的巨額現金與創新能力，當成核武器瞄準其他

車新創Zoox。亞馬遜投資Rivian的目的就是期望購買Rivian

大型產業全面入侵。

電動皮卡，已組建物流配送車隊。
此外，根據Morgan Stanley預估，亞馬遜的運輸成本在

Google、微軟和亞馬遜的電動車大夢

未來幾年內很可能會達到900億美元，收購Zoox之後，將

面對如此大的未來市場，其他科技巨頭也積極參與。

讓這家線上零售巨擘每一年節省超過200億美元。更重要

Google的車載娛樂資訊系統Android Automotive OS就是最

的是，自動駕駛技術解決方案可以擴展、調正並應用於亞

好的例子。

馬遜的倉儲和分銷流程。

Google以提供套件的方式，讓汽車代工廠或品牌可以
用較低成本導入Android系統。福特宣布與Google達成包

未來汽車的發展方向：數位化與智慧化

含人工智慧、雲端應用，以及包含數據分析與行動平台應

資深汽車行業觀察人士巴虎德曾分析道，AI、自動駕

用的數位轉型合作協議。在相關協議中，除了確認福特將

駛、5G以及互聯汽車等技術都為汽車行業帶來顛覆性的變

以Google Cloud作為雲端服務平台，同時未來福特打造車

革。相較於傳統的燃油車，電動車的技術難度大幅降低。

款也會整合Android平台服務，讓車主能原生使用Google

而消費者在選擇電動車時，最看重的不再是汽車性能，而

Assistant、Google Maps等服務。之前，Google也已經與雷

是著重於科技與智慧上的體驗。在這個方面，科技巨頭正

諾達成協議，並且以Google Cloud雲端服務平台作為雷諾

好具備了領先於傳統汽車大廠的研發能力。
未來汽車的發展方向，早已不是電池和石油的燃料之

車款連接平台。
除此之外，Google還擁有Android Auto服務，汽車只要

爭，而是汽車的數位化與智慧化，未來汽車不僅要考慮能

接上Android手機，就可以切換成Android Auto選單；而誕

源驅動的問題，還要更著重於科技密度和用戶體驗，一如

生自Google實驗室的自動駕駛公司Waymo，也是自動駕駛

智慧型手機當年顛覆傳統手機那般。 華

技術的領跑者。
慕尼黑汽車業顧問公司Berylls Strategy
Advisors預測，到了2025年，Android
Automotive OS的市占可達17％。

科技巨頭化身「特洛伊木馬」，藏身在汽車產業
慕尼黑汽車顧問公司Berylls Strategy Advisors將科技巨頭的汽車軟體及平台布局，稱為「特洛伊木
馬」，置入於汽車產業的核心。從螢幕鏡射、聲控系統、車載OS，到自動駕駛軟體，都可見到科
技巨頭的身影。

車載OS
螢幕鏡射

科技巨頭結盟車廠，積極橫跨交通

GOOGLE：GOOGLE AUTO
蘋果：CARPLAY
百度：Baidu CarLife

Google：Android Automotive OS
Blackberry：QNX

版圖
同樣搶攻自動駕駛技術市場的科技巨
擘，還有微軟和亞馬遜。
通用汽車旗下的自駕技術子公司
Cruise，2021年1月接受母公司和微軟20億
美元的投資，並與微軟達成戰略性合作，

聲控系統

自動駕駛

微軟：Cortana
亞馬遜：Echo Auto
蘋果：Siri
Google：Google助理
百度：DEUR OS

微軟：CRUISE
亞馬遜：AURORA、ZOOX
蘋果：DRIVE AI
Google：WAYMO
百度：APOLLO

資料來源：AUTOMATIVE WORLD/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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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驅動產業革命
汽車產業邁向電動車化的同時，也朝向智慧化發展。技術的革新帶動車輛朝智慧化發展，汽車
零組件也產生變革，例如引擎就會因為電動化而消失、方向盤也會因為無人車技術消失。這將帶動
全新的汽車工藝。
著電池和汽車技術的迅速發展，使電力可替代汽

隨

「電池」是電動車最核心的技術

油，作為車輛主要動力能源。電動車是以電力驅動

電動車改變了傳統汽車供應鏈與核心技術，在電池、

的車輛，車內設有可循環充電式電池，只需接駁外置電源

電動車平台、汽車軟體及自動駕駛，帶動百年以來的汽車

即可重新充電，十分方便易用。純電動汽車是完全以電池

業變革。

來推動，優點是不會排放廢氣，被稱為「零排放」汽車。

與傳統燃油汽車相比，電動車最大的不同在於動力系

但是，電動車並非只是把燃油引擎更換成馬達而已，

統，以電能取代燃油，這背後牽動了汽車技術及整體產業

帶來的產業鏈衝擊不可小覷。在電動化之後，電子及電池

的變化。

模組成本將佔整車一半以上。還有如變速箱、油壓裝置、

在電動車戰場上，車輛品質、自動駕駛和品牌形象雖

倍力裝置、轉向系統等零組件也不再需要，電池、馬達、

然也是銷售指標之一，但電動車成本，最關鍵的就是電

變頻器將成為新的關鍵零組件，這將會是很大規模的產業

電動車成本結構

遷徙。

電動車零組件異動
電動車新增的零件

電動車不使用的零件

馬達

引擎

高壓鋰電池

變速箱

DC-DC轉換器

進氣零組件

變流器

點火設備

車載充電器

燃燒零組件

冷氣電動壓縮機

排氣零組件

電動剎車

油壓剎車

電動水幫浦

潤滑零組件

高壓電動車用線組

啟動零組件

二次趨動電池

交流發電機

資料來源：科技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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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模組佔整車成本相當高的比重
單位：％

其他
7%
配備
13-15%

電池模組
40-50%

車身與底盤
16-18%

資料來源：Digitimes

驅動系統
15-20%

池。「電池」是電動車最核心的技術，若能達成壓低成

化。寧德時代主力生產磷酸鋰鐵組合的電池，優點是價格

本、提升續航力兩大目標，將讓電動車加速普及。因為電

便宜、安全性高，因此獲得特斯拉等車廠大量採用，寧德

池占電動車成本逾三分之一，重量為車身的一半，是成本

時代才得以稱王。

占比最高的零組件，更是續航力超越燃油車的決勝點。電

根據市調單位SNE Research最新調查，2020年韓國三

動車續航力若能增加到1,000公里、減少充電頻率，以及減

家主要電動汽車電池供應商的全球市占率已超過三分之

少重量，就能解決最擔心的里程焦慮問題。

一，佔據了全球市場的三分之一以上，這也顯示韓國電動

正如能源諮詢公司伍德麥肯茲（Wood Mackenzie）的

車電池業者擴大事業版圖的企圖心。

首席分析師Ram Chandrasekaran表示：「消費者接受電動
車的最大障礙之一是續航里程焦慮，也就是擔心到達目的

自製電池‧各顯神通
在2020 年的電池日，馬斯克公布自製電池藍圖，新製

地之前電就用完了。」

程、新工廠甚至還有新礦場，計畫中新的特斯拉電池將能

電池，未來10年電動車業者最重要戰場

夠擁有 5 倍能量密度，更重要的是生產速度將可以達到目

2020全年，特斯拉交付市場近50萬輛電動車。日前，

前的十倍，並且降低76％的製造成本。若成真，將能在維

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在語音社群平台Clubhouse上

持現有車款效能的情況下，大幅降低成本，以同樣續航力

談到，特斯拉目標是2030年以前，將年生產量提升至2,000

的Model 3來說，要降到2.5萬美元也沒問題。

萬輛電動車，然而前方最大的障礙，就是電池技術。

豐田汽車（Toyota）是汽車電動化的先驅者，Hybrid

專家分析，以電動車的建造成本來看，電池就占了

引擎在過去 10 年和未來 5∼10 年都是市場上的主流。豐

30∼35％，其次是驅動系統20∼25％，也就是說超過三分

田有項重要的資產，就是自行研發的固態電池，固態電池

之一的成本來自動力電池，這也致使電動車價格居高不

移除了電解液，而是以全固態的方式來堆疊，還可以大幅

下。電池是電動車最為核心的技術，也是成本最高的零組

降低電池因撞擊而爆炸的風險，同時還能顯著降低充電時

件。電動車若要與油車同台競爭，降低電池組建置成本便

間。

是不可繞過的一道門檻。

根據豐田計畫，配備固態電池的車輛不僅重要更輕，

從2017年起，寧德時代連續3年拿下全球電動車
電池供應量第一，客戶幾乎涵蓋全球各大車廠：豐田

滿電續航里程超過 500 公里，快充時間也只需 10 分鐘就
能充飽，足以徹底改變市場。

（Toyota）、本田（Honda）、BMW、現代（Hyundai）、

此外，包括 BMW、GM、Nissan 和福特都有考慮自製

戴姆勒（Daimler）等。寧德創辦人曾毓群預言，2030年

電池，福斯汽車投資的電池新創Qunatum Scape，則在去年

前電動車將比油車便宜，汽車更將在2040年實現全面電動

揭露了他們的固態電池技術，和Toyota一樣更輕、充電更
快而且更安全，福斯希望在2022可以讓固態電池用在最新

2020年電動汽車前三大電池供應商

的 ID 系列電動車上。

電動汽車電池供應商

全球市占率

中國寧德時代（CATL）

24％

韓國LG Energy Solution

23.5％

（Vo l k s w a g e n） 、 通 用 （ G M ） 、 賓 士 （M e r c e d e s -

日本Panasonic

18.5％

Benz）、豐田（TOYOTA）等汽車大廠，都開始建自己的

電動車平台將是未來電動車造車主流
電動車帶動生產方式的改變，包括福斯

註：2020 年包含中國市場在內的全球電動車用電池用量。

「電動車平台」。鴻海也跟裕隆攜手，打造「MIH電動車

資料來源：SNE Research

開放平台」，目前約有1000多家公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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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生產的優點是，零組件共用、模組化，通用性更

動車的生產成本尚高，為了加速普及，透過平台模組化生

高，可以同時製造不同款式的車子，用最少的資源和時

產可降低成本，且專屬設計更適合電動車的零組件配置，

間，開發出車商要的車型，讓產品快速投入市場。

因此各大品牌紛紛推出專屬或合作電動車平台。

過去福斯汽車教父級前總裁皮耶希（Ferdinand Piech）

如福斯與福特合作的MEB平台，福斯首輛平台電動車

即曾使用集團內各品牌「共用車身平台」的策略。2012年

ID.3售價僅約新台幣百萬元，在德國享有「國民電動車」

發表的MQB模組化底盤更在所有車款中共用，可提高研發

稱號，並隨即拿下歐洲去年10月電動車銷售冠軍；美國

效率、新技術普及容易並降低製造成本約20％，並兼顧各

通用汽車（GM）發表的Ultium Drive平台採無線電池管理

國的文化及需求差異，此作法使福斯搶下全球最大汽車集

系統，可減少80％電池組布線，與LG合作的NCMA（鎳

團寶座。豐田（TOYOTA）也推出TNGA平台，提高集團

鈷錳鋁）鋰電池降低高價的鈷元素比例，盼壓低電池成

內零組件共用比例至50％。但這樣的共用平台僅是「對內

本至100美元/千瓦時以下，此價格與油車成本相仿，被視

不對外、封閉不開放」，汽車的標準化程度仍低，各集團

為電動車將出現爆炸性成長的甜蜜點，該平台並獲本田

間共用零組件亦少。

（Honda）採用。

自從特斯拉（Tesla）掀起電動車狂潮後，先進的自駕

豐田與Subaru合作發表的e-TNGA平台也急起直追，研

功能、電池續航力及充電速度都令人驚豔，且電池、電機

發中的固態電池被視為秘密武器；南韓現代汽車也與起亞

及電控系統等三電系統成為技術重心，這使擅長的電子業

汽車共同推出E-GMP平台，訴求充電效能大幅提升。可預

有機會敲開市場大門。

見電動車平台將是未來電動車造車主流。

台灣經濟部國際合作處陳祈典先生分析表示，鑒於電

42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九期

鴻海董事長劉揚偉表示，汽車體積很大，無法全部在

一個地方製造，且難以空運必須依賴船運，加上運費貴與

軟體定義汽車‧開創規模數千億美元市場

時間供應鏈長，難以形成「世界工廠」概念，在同一個地

未來幾年，隨著汽車軟體化時代的來臨，傳統汽車廠

方製造的可能性不大；畢竟最後的組裝應該在市場當地，

商必須從現在開始就建立一個軟體部門，且針對未來汽車

這就是趨勢的結合，就是鴻海做平台的模式，平台上面的

作業系統進行相關研發。不然，就必須全力尋求科技公司

零組件在台灣做，然後運到市場當地做組裝。

的支援，建立一個聯盟或深度合作的夥伴關係，才能在特
斯拉引領的汽車軟體化時代，找到活路。這種以軟體精進

汽車軟體化時代來臨
科技與汽車的界限日益模糊，因此許多科技巨人都插
足車輛研發，例如蘋果、Google母公司字母、亞馬遜、百

而成為運營模式，正在改變汽車產業。未來的汽車，將由
軟體能力來定義，這將會開創一個規模數千億美元的龐大
市場。

度等等，讓傳統車廠面臨激烈競爭。
車用作業系統目前最先進的要屬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自駕科技‧未來十年交通運輸備受關注技術

的空中下載更新（OTA，Over-the-Air Technology）作業系

自駕科技也是未來十年交通運輸上備受關注的技術。

統，用戶經由雲端更新，系統可以控制車子的所有事情，

專家分析，雖然電動車和自駕系統兩者在技術發展上沒有

從煞車到WiFi，從車門開關到車燈明滅。特斯拉電動車的

必然關係，但自駕科技在電動車上的應用，會比在燃油車

自駕功能與電池續航力自2012年起，以遙控方式讓用戶能

上好。原因是，車輛的電子架構完全不同，電動車可以更

夠不斷更新。

有效率地整合車上每個感測器搜集到的資料，加快車輛反

特斯拉的電動車，就像一台電腦一樣，不斷透過升級

應速度。

軟體來擴充功能。消費者購買特斯拉新車之後，會隨著購

專家預測，到了2030年，絕大部分車輛都會具備L2等

買時間愈長，電動車變得更智慧化。例如：特斯拉在2020

級（能自動完成大部分任務，一偵測到需要駕駛人情況，

年6月下旬，提供了7項新軟體更新：改進了交通訊號燈和

仍會交由駕駛人接管後續控制）的自動駕駛能力，讓開車

停車標誌控制、後視攝影機、行車記錄器、鎖門功能、

變得更輕鬆，無論駕駛技術有多差，車子都可以在確保

TuneIn、支持新的語言和車內相機。在電動車時代，汽車

安全的前提下，依照駕駛的想法行駛。屆時更有20％的汽

大部分的功能體驗，都能透過軟體更新優化，車子不但

車，配有L5（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完全自行駕駛）全自動

會記住不同駕駛人、乘客的喜好，也會讓開車變得更加安

駕駛軟體，其中大多會應用在貨車，在封閉式場域行駛。

全。
從整體戰略觀點來看，特斯拉在設計一輛電動車時，

電動車改變汽車銷售模式

會預先配備高性能相機模組和感測器等基本硬體，之後再

汽車的銷售模式也會有所改變，車廠可能會用成本價

透過軟體更新，來強化這些硬體的功能，達到收費獲利的

來販售汽車，再透過車主訂閱、購買新軟體來獲利。過去

目的。

買車，交車當天就是車輛性能的高峰，折舊率很高；由軟

豐 田 汽 車 （ To y o t a ） 也 開 發 車 用 作 業 系 統 軟 體
「Arene」，想要跟現在業界先驅特斯拉（Tesla）的系統

體定義汽車的概念正好相反，交車當天是汽車性能最弱的
時候，透過軟體更新加值，車會愈開愈聰明。

拚一拚。負責系統研發的Toyota子公司Woven Planet說，

面對電動車將驅動相關產業和供應鏈大幅變革，將改

Arene作業系統讓車輛可透過雲端安裝新功能到車輛既有

變汽車產業的售後服務和銷售模式；電動車的保養次數將

硬體之上，平台同時可供開發者創造軟體程式。

明顯減少，「前店後廠」的銷售模式將會沒落。而軟體定

根據一些機構的估計，傳統車廠在如特斯拉這樣提供
用戶經由雲端更新作業系統這方面，大約落後三到五年。

義下的電動車平台，將帶動軟體通路行銷模式，一次次的
軟體更新將讓電動車更聰明、更智慧化。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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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集團退出美國賭城
專注亞洲市場
金沙集團同意以約62.5億美元的價格向Apollo Global（阿波羅管理）和一家房地產投資信託公司
出售旗下拉斯維加斯物業，這家賭場運營商將退出這個賭博中心以專注發展其核心的亞洲業務。
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Las Vegas Sands

拉

括2004年進軍澳門，並先後開辦金沙、威尼斯人等4間賭

Corp）同意以約62.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旗下拉斯維

場。集團2019年的亞洲業務佔總收入85％，而美國業務僅

加斯物業，正式退出屹立逾30年的美國賭城。同時公司的

貢獻不足15％。金沙表示，已計劃投資逾50億美元，用於

英文名稱將會直接改為Sands（金沙），去掉拉斯維加斯

集團未來五年的亞洲區發展。金沙集團在拉斯維加斯、澳

的元素，代表金沙集團將暫時退出美國賭城業務，聚焦亞

門和新加坡擁有物業，市值為400億美元，2019年淨收入

洲市場。

為137億美元。

買家為私募基金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和房地產基
金VICI Properties合組的財團，其接手的資產包括位於拉斯

金沙集團拉斯維加斯業務去年收入低於澳門

維加斯、涉及7,000房間的威尼斯人飯店（the Venetian）、

由於旅行限制和封鎖使博彩業幾乎停滯不前。2020

皇宮渡假村賭場飯店（Palazzo）、金沙會展中心（Sands

年，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Las Vegas Sands）報告虧損16.9

Expo and Convention Center）。威尼斯人於1999年開業，是

億美元，這是其史上最大的虧損。2020年底，金沙集團的

艾德森在拉斯維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開設的第一個

現金和短期投資從2019年減半至21.2億美元。
金沙集團在疫情前，約9成收入都集中在亞洲房地產

大型賭場。
一月離世的金沙創辦人Sheldon Adelson於1989年計劃

業務，也計劃在亞洲進行大規模投資。

進軍博彩業，收購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賭場，以及建設一

董事長兼執行長戈德斯坦（Robert Goldstein）聲明稱

個鄰近的會展中心。2000年代將博彩王國拓展至海外，包

金沙仍專注於增長，而亞洲是骨幹力量，在澳門和新加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創賭場營運商
■2019 ■2020

單位：十億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Las Vegas Sands Corp)
$2.7
-$1.69
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 (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
$ 2.05
-$1.03
永利度假村 (Wynn Resorts)
$0.1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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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是關注重點。根據Reﬁnitiv Eikon數據，澳門及新加
坡分別佔2020年總收入的48％和35％。
由於新冠疫情導致的暫時停業、旅行減少和入住率受
限衝擊了賭場行業。金沙集團拉斯維加斯業務去年第4季
收入佔比只有約13％，全年計亦只有約20％，比重遠低於
澳門業務，甚至連新加坡的Marina Bay Sands也不如；全
年經調整物業LBITDA（除息、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
1.24億美元（約9.67億港元），按年由盈轉虧。

金沙全力發展亞洲業務．澳門和新加坡是重中之重
金沙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Robert Goldstein表示，公司
專注於增長，亞洲仍然是公司的支柱，在澳門和新加坡的
發展屬重中之重。
在金沙集團2019年137億美元營收中，澳門貢獻了
63％，新加坡則占22％，不過當時賭場業務尚未受新冠疫
情干擾。金沙目前正拓展在這兩地的業務，光是為澳門就
提撥22億美元支出。

在美國轉向超級博彩州——紐約和德州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Las Vegas Sands Corp）同意以
約62.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旗下拉斯維加斯物業，正式退出屹立逾30年
的美國賭城。

但這並不代表金沙集團在美營運終結，該公司計劃將
總部留在拉斯維加斯，在美國的發展則轉向「超級博彩
州」－紐約和德州。該公司的高管之前曾說，他們一直在
評估在紐約和德州的擴張機會。

澳門博弈收入2020年下跌近80％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導致全球實體博彩業發展
受到前所未見的衝擊。而去年疫情期間，澳門與中國內地

金沙集團正在激烈遊說紐約下州的一份賭場執照，紐

出入境政策的多次變化，加上中國政府嚴打資金外流，讓

約州僅博彩市場收入就估計在60億至100億美元之間；德

澳門賭收跌至谷底。依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1月1日公佈

州雖然仍處於合法化初期階段，但是由於人口眾多且無競

的博彩收入數據顯示，澳門2020年全年賭收僅為604.41億

爭對手，該市場極具吸引力。

元，同比2019年2,924.55億元下跌79.3％。

網上博彩業務也是關注焦點

澳門博弈產業曙光已近

此外，金沙正研究發展快速增長的網上博彩業務。

新冠疫情衝擊全球，博弈產業是影響最大的產業之

疫情情間，全球博弈市場收入全都直線下滑，受到衝

一，歐美賭場紛紛暫停營業，興建中的澳門新賭場也因此

擊的程度不亞於汽車與旅遊產業。實體賭場受到影響，但

延遲，不過疫情終究會結束，博弈產業仍會有重啟之日。

線上博弈較不受影響。根據H2於2020年12月發表的博弈報

由於中國內地和澳門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中國內地

告顯示，2020年12月與前一年12月相比，全球實體賭場的

民眾自2020年9月起就可以前往澳門而無需隔離。且隨著

收入降了37％，但線上博弈只下降7％。到2020年底，線

疫苗接種範圍的逐漸擴大，澳門博弈產業終於看到了曙光

上博弈的收入將佔博弈總收入的20％。

了。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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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時代．萬物智聯
6G時代，需要的是一個幾乎無盲點的網絡覆蓋。因此，專家提出，6G網絡將是一個地面無線與
衛星通訊集成的全聯接世界，透過衛星實現全球無縫覆蓋，並實現高速星際間的通信。同時，6G也
將模糊實體世界與數位世界之間的界線。
球各國已紛紛推出5G網路服務，並積極開拓5G商

全

縮短到5G的十分之一，在峰值速率、時延、流量密度、連

機。配合著無人駕駛、人工智慧、智慧家庭、物聯

接數密度、移動性、頻譜效率、定位能力等方面都遠優於

網等應用的起飛，5G成為關鍵成功要素。但為了追求長期

5G。

競爭力，已經有不少國家開始展開發布對6G（第六代行動

此外，6G具備以下特徵：衛星和衛星間直接通訊、超

通訊系統，6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的展望，其中

高速網路連接，支援智慧工廠、自駕車、機器人、混合實

美、中、韓、日等國家最為激進，目前已經開始對6G的未

境等新應用，透過不同衛星系統的切換、漫遊，搭配高速

來進行部署，許多公司也正積極往6G的目標邁進。

光纖、奈米天線，以實現全球覆蓋的高速網路。衛星與地
面基地台、小型基地台、新型天線技術等技術，將互補成

5G尚未達到真正的萬物互聯
5G應用範圍既廣又深，從基礎通話、上網、4K影片

為6G時代網路傳輸方案，讓「萬物聯網」朝「萬物智聯」
演進。

串流、VR直播，延伸到自駕車、遠距手術等層面，對於
一般消費者而言，最有感的，還是上網極速的升級。5G做

6G關鍵技術是低軌衛星

到信息的高速傳輸，但離真正的萬物互聯還有一段距離。

進入後疫情時代，全球5G網路建置潮將加速，但因5G

因此，在2018年的一次行業論壇中，英國電信集團首席架

毫米波訊號覆蓋率低，易受到地形限制，此時覆蓋範圍廣

構師尼爾．麥克瑞，向人們展望了6G系統。他認為6G將

且具低延遲特性的低軌道衛星通訊，成為彌補腹地廣大的

是5G加衛星網絡，也就是在5G的基礎上，集成衛星網絡

偏遠地區、空中及海上等行動網路難以覆蓋區域的最佳解

來實現真正的全球大覆蓋，並實現高速星際間的通信。

決方案，可預期低軌道衛星通訊的布建也將隨之進入加速

理論上，5G下載速度是4G的100倍，而6G則是5G的

期。

100倍。但是，在6G時代，網絡速度不再是重點，而是涵

低軌通信衛星距離地面近、通信時延短、數據傳輸率

蓋率。以網絡覆蓋為例，像車聯網、遠程醫療這類應用技

高，移動終端重量、體積與個人移動設備相差無幾，更適

術，需要的是一個幾乎無盲點的網絡覆蓋。因此專家們提

合大眾普及。除了輔助5G網路外，低軌道衛星網路也是

出，6G網絡將是一個地面無線與衛星通訊集成的全聯接世

完善車聯網的最後一哩路，加裝衛星通信設備的自駕車，

界，通過衛星實現全球無縫覆蓋。

在接收不到行動網路時，可改由衛星網路來通信及導航服
務，確保車輛在自動駕駛行進過程中的高度聯網與準確控

6G將是地面無線與衛星通訊集成的全聯接世界

制。

6G是打造從地面、天際到太空的超廣域覆蓋，以

因此，低軌衛星被認為是6G實現「全球網路無縫覆

300GHz（10億赫茲）至10THz（兆赫茲）頻率的電磁波，

蓋」的關鍵技術，盼能發揮如自駕車、天災預測等更極致

進行傳輸。6G的數據傳輸速率可能達到5G的50倍，時延

的物聯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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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紛紛展開低軌衛星布局

發推進工作組與6G總體專家組，開始進行6G相關科技研

目前已有多家國際大型業者展開低軌衛星布局，例如

發與政策研擬作業；並且根據中國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寬

Space X推動Starlink衛星連網計畫、亞馬遜已投入Kuiper、

頻通訊及新型網路」重點專項，展開新型網路技術、高效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也投資成立Kymeta，就連波音公司也

傳輸技術、衛星通訊技術三大6G技術研究項目，擬提供補

規畫進軍低軌道衛星市場，還有許多太空衛星新創公司，

助研究經費約人民幣3.3億元（約4,900萬美元）。

例如：Oneweb、Telesat等等。Facebook、Google等美國科
技巨頭也加入全球衛星通訊應用競局。
2020年10月，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的SpaceX（美國太
空探索技術公司）從美國NASA甘迺迪太空中心發射了獵

為了強化6G布局，中國已於2020年11月6日，發射長
征6號運載火箭，一箭13星將NewSat9-18衛星送入預定軌
道，此次任務還搭載全球第一顆用於太赫茲通訊的6G試驗
衛星「電子科技大學號」（天雁05衛星）升空。

鷹9號火箭，將60顆星鏈（StarLink）網路衛星送上太空。

中國工信部副部長劉烈宏在「2021中國信通院ICT+深

馬斯克的目標是發射3萬顆衛星，建置世界最大的低軌道

度觀察報告會」上表示，中國也將於2029年左右開始引入

衛星群，希望透過衛星提供更廣泛的網路服務。

6G。

這類的衛星互聯網可能讓美國6G部署如虎添翼。根據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批准Starlink計畫，將在高度
為550公里和340公里的軌道上佈建高達1.2萬顆通訊衛星，
而目前已完成布署約500顆衛星。

日本發佈「6G綜合策略」及關鍵技術戰略目標
日本總務省及通信部於2020年4月發佈2025年日本
「6G綜合策略」及關鍵技術戰略目標。通過財政支持和稅
收優惠促進研發，並力爭在五年內建立關鍵技術。同時，

航天業規模在2046年超過2.7兆美元
由於低軌道衛星正朝向「星系化」的趨勢發展，大量
製造的小型衛星，使用壽命縮短至5∼7年，為維持衛星系
統的運作，每年還需要額外製造與發射2,000∼3,000顆衛
星，即2020年發射起所射出的低軌道衛星，在2025年開始

確保國際競爭力，例如在2030年代將5G競爭的延遲預計在
6G的普及中，將2030年代的6G普及率提高到2030年的日
本基礎設施建置競爭力全球市佔30％以上。
▼低軌通信衛星距離地面近、通信時延短、數據傳輸率高，移動終端重
量、體積與個人移動設備相差無幾，更適合大眾普及。

會有汰換需求。衛星大量發射帶動衛星本體製造相關市場
需求商機後，衛星服務商轉也將帶動地面設備系統市場商
機。
根據美林銀行的預測，航天業的規模將從 2016 年的
3500 億美元增長至 2046 年的超過 2.7 兆美元，年複合增長
率約為 7％，其中相當一部分增長將源自新型低軌通信衛
星。

中國預計2029年導入6G
根據中國大陸工信部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截至2020
年底累計開通5G基站71.8萬個，5G手機終端連接數突破2
億戶。工信部新聞發言人田玉龍在今年初表示，今年不僅
要有序推進5G網絡建設，還要加快6G的佈局。
中國早在2019年11月，就由科技部成立國家6G技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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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9年10月，日本以電信業者NTT領軍，攜手

南韓目前除了三星電子與LG已啟動6G通訊網路的研

Intel和Sony等大型企業成立了IOWN （Innovative Optical

發工作，南韓最大的行動營運商SK電信公司表示，隨著南

and Wireless Network）聯盟，以光子網絡（photonics

韓政府尋求加強與北歐國家的經濟聯繫，其將與諾基亞和

network）和數位孿生計算（digital twin computing）為技術

愛立信合作開發第六代行動網路（6G）技術。

核心，希望搶佔6G技術標準的地位。

美國啟動Next G聯盟，期望主導6G行動技術
南韓期望在2028年將6G行動網路正式商業化

在亞洲主要國家站上了6G的起跑線上蓄勢待發

南韓是全球5G最早商轉的國家，在2019年4月3日正式

的態勢下，美國亦不願落人於後。美國電信產業解決

啟動，由於早期部署5G網路設備以及相關服務，讓企業在

方案聯盟（The Allianc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商業上的競爭力搶占先機。因此，南韓科學與資通訊部於

Solutions，ATIS）2020年10月啟動「下一代G聯盟（Next G

2020年8月初宣布在2025年之前，將投入2147億韓圜（約

Alliance）」，為領導6G及未來行動技術奠定基礎。該聯

1.81億美元）進行6G研發。南韓政府更加碼，期望在2028

盟集結北美主要電信業者與國際系統設備大廠的Next G聯

年將6G行動網路正式商業化。

盟正式成立。

世界各國都已加入6G技術研發的行列
中國、美國、芬蘭、南韓及日本相繼提出不同的6G政策，
期望能夠在6G尚未標準化之前，能夠建立專利、技術與強
化企業的競爭力，這是世界潮流，也將成為國家未來科技
競爭力的根基。

日本

南韓

日本總務省及通信部2020年4月7日舉行專家會
議，發佈2025年日本「6G綜合策略」及關鍵技
術戰略目標，6G將在5年內（到2025）建立關鍵
技術目標達30％市佔，旨在確保國際競爭力。
南韓科學與資通訊部於2020年8月初宣布在2025
年之前，將投入2147億韓圜（約1.81億美元）
進行6G研發。南韓政府更加碼，期望在2028年
將6G行動網路正式商業化。

其目標是在B5G（Beyond 5G）/6G發展過程中，確保
北美在塑造下一代無線通訊技術研發與標準化、網路架
構，系統設備及其最終部署等，重取全球領導地位。成
員包括蘋果、臉書、AT&T、高通、Google、三星電子、
LG、T-Mobile US Inc、愛立信、Nokia、思科、惠普，和
英特爾等科技鉅子。ATIS表示，華為及中興通訊並沒有加
入，一旦美國聯邦政府禁止供貨及採購其產品，則該兩家
公司將會被排除於創始成員之外。
Next G聯盟將製定6G國家路線圖，確保北美成為Next
G技術研發、標準化、製造與市場商用的領導者；並且發
揮影響力，促成美國政府能夠制定推動6G發展的政策與資

芬蘭奧盧大學2018年4月開始與諾基亞公司和芬
蘭國家技術研究中心合作，從事一項獲得2.5億
歐元資助的6G研發項目。

金補助機制。

芬蘭

示：「隨著全球各國在雄心勃勃的6G研究和開發計劃方

歐盟

歐盟則預計於2021年起開始推動6年期歐盟計
畫，為了將能讓6G與5G+連接，以推動智慧工
廠、沉浸式媒體與智能安全的發展。

中國

中國科技部在2019年11月與中國國家發改委、
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科學
基金委宣布啟動「國家6G技術研發推進工作
組」和「總體專家組」。中興通訊也表示將與
中國聯通在6G領域進行合作。

ATI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蘇珊·米勒（Susan Miller）表

面取得進展，至關重要的是，北美行業必須向前發展，制
定協作路線圖，以在未來十年內提升其全球領導者的地
位。」

美國30多所大學合作6G技術研發
兆赫茲被認為是6G數據傳輸關鍵技術之一，兆赫茲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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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啟動「下一代G聯盟（Next G
Alliance）」，為領導6G及未來行動技術奠定基
礎。該聯盟集結北美主要電信業者與國際系統
設備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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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是指100GHz-10THz。2018年1月美國國防部正式宣布
資助由30多所美國大學組成的合作研究項目，名為「大
學聯合微電子學項目」（Joint 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3G至6G時間軸
Figure 22
Timelin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6G

8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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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Standard

6G
8年
5G
12年
資料來源：
引自三星電子2020年6月白皮書
，標題為「6G給所有人的下一
個超連接體驗」（6G The Next
Hyper-Connected Experience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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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簡稱JUMP），計畫在5年內投資約2億美元，用

路的角色出發，囊括低軌道通訊衛星、5G基地台、智慧手

於微電子領域的革新發展。其中，兆赫茲與感知融合技術

機、室內WiFi、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電信衛星系統、地球

研究中心（ComSenTer）正是JUMP研究計畫的子項目之

圖像衛星系統等，且由人工智慧驅動，建立更即時反饋的

一。

觸覺網路（Tactile Internet ）。
三星白皮書中指出，6G可望帶來各種先進服務，像是

三星預估：6G在2030年進行大規模商轉

真正令人身歷其境的延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XR），

三星電子在2020年6月發表白皮書，標題為「6G 給所

意指可在結合虛擬與實體的環境中，進行虛實之間的互

有人的下一個超連接體驗」（ 6G The Next Hyper-Connected

動，它所表現的形式可能是VR、AR或MR；或者是提供

Experience for All ）。據三星預估，6G標準最快可在2028

非常逼真的行動全像片或數位複製功能；且不管是人類或

年完成，並且在2030年後進行大規模商轉。

機器都將成為6G的主要用戶。

白皮書中指出，移動通訊系統從2G到5G的演進經歷
了幾代人的時間，每一代都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都要經歷

6G將模糊實體世界與數位世界之間的界線

從技術標準和願景制定到實際部署的過程。從3G到4G，

AT＆T網絡分析和自動化副總裁Mazin Gilbert就曾表

花了15年。4G到5G花了12年，5G到6G花了8年。這個時間

示，6G將模糊實體世界和數位世界之間的界限（6G Will

間隔也在逐漸縮短，這可以歸因於過去十年來技術飛速發

Blur the Lines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Digital Worlds）。他

展和移動通訊市場的需求擴張。

說：「今天很清楚什麼是實體，什麼是虛擬。」 「這種鴻

三星先進通訊研究中心Choi Sunghyun表示，雖然目前

溝，在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之間的距離將在未來幾年內消

的5G商業化仍處於初期階段，但是為了6G作準備也絕不

失。在電影中看到的科技特效（如混合增強現實或全息通

嫌早。因為新一代的通訊科技，從研發到商轉，往往需要

信）將成為主流。5G向我們展示在不同背景或不同情況下

費時10年的時間。

的體驗，但在6G中，它們將成為主流。」
或許電影《鋼鐵人（Iron Man）》中，隨處有感測裝

對於6G的未來想像

置記錄人事物數據，彙集至雲端模擬出「虛擬數位雙生社

對於6G的想像，目前業界普遍認為，未來6G的連結

會」，鋼鐵人因此不受時空、地點限制，看見城市發生的

不會只是在人與人，將涵蓋地球所有空間，甚至包括太

任何事物和數據，或用全息影像投影參加會議等，可能在

空，可以想成是「物聯網」的極致發揮。6G將以複合型網

6G時代一一實現。 華

第四十九期∣2021∣華商世界

49

Industrial News

產業風雲

「耳朵經濟」蓄勢待發
2020年Podcast快速起飛，不論是蘋果、Spotify、亞馬遜、紐約時報無不大動作投資內容；2021
年Clubhouse竄紅，更吸引大眾爭相「開房間」。不論是被稱為「Podcast元年」的2020年，或是
Clubhouse聲名大噪的2021年，都象徵著投資人對閱聽眾的注意力，已從「眼球經濟」轉為「耳朵經
濟」。
吸引眼球娛樂已目不暇給的當下，耳朵市場成為越

在

根據市調機構Grand View Research估計，全球Podcast

來越多服務的發展焦點，根據eMarketer的資料，美

市場目前約為110億美元，並將以27.5％的年成長率，在

國民眾通勤時花費在收聽聲音內容的時間，已超越刷社群

2027年成長至605億美元的規模。

媒體、玩遊戲、看影片所花的時間。除了早已存在多年的

根據調研公司愛迪生研究公司（Edison Research）的

Podcast外，近期竄紅的clubhouse更是一碼難求，公司估值

數據顯示，美國每月有超過1億人收聽Podcast，另外，調

成長至10億美元以上，一舉躋身獨角獸的行列。

研公司IAB（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針對Podcast的
調查，其廣告銷售額在去年上漲增48％，達到7.081億美

Podcast存在多年

元。

2004年iPod誕生之後，Podcast就已存在，iPod加上
broadcast，等於Podcast。Podcast訂閱收聽模式已發展15

Podcast開山始祖蘋果傳今年將推Podcast訂閱制

年，近幾年隨著Podcast創作者及優質節目大量出現，加

以產業來看，目前市占率最高的就屬Apple Podcast與

上藍牙無線耳機普及，讓Podcast成為人們在開車、通勤、

Spotify兩大平台巨頭。身為Podcast開山始祖的蘋果，也沒

做菜、運動等多工任務時的良伴，Podcast蔚為風潮。2020

有打算放過這充滿潛力的「耳朵經濟」，近期傳出蘋果正

年，為了觸及潛在消費者，將有更多品牌嘗試製作Podcast

計畫於2021年推出訂閱服務。

內容，也是許多品牌開始Podcast的一年。

相較於近年Spotify、亞馬遜等企業積極參戰Podcast
領域，蘋果從10多年前開始，就持續在平台上免費提供

全球Podcast市場在2027年成長至605億美元

Podcast內容，只是單單提供服務，也被外界視為一直在

「Podcast」是事先錄好廣播節目放在串流平台上，讓

「佛系經營」。隨著執行長庫克（Tim Cook）帶領蘋果開

聽眾可隨選收聽。據統計，美國2020年有超過55％民眾至

拓服務營收，試圖將龐大硬體用戶轉化為發展軟體服務的

少聽過一次Podcast，每個月有大約1億名12歲以上美國人

優勢，Podcast這佛系經營已久的項目似乎又再次進入了蘋

收聽Podcast，占比為37％，均較2019年的數字高。而目前

果眼簾。

Apple Podcast上擁有接近100萬位活躍的Podcast主持人，並
儲存超過4,190萬集Podcast節目。

去年5月，蘋果就傳出正著手購買獨家Podcast節目的
計畫，期望藉此推動2019年11月新登場的Apple TV+串流

根據Digital News Report 2019報導，Podcast主要的使用

影音訂閱服務。雖然Podcast可能尚無法創造很龐大廣告收

情境是，家裡佔64％、大眾交通工具通勤佔24％、開車或

益，但被認為將有助於打響Apple TV+上的節目名號，吸

騎自行車佔20％、外出走路或購物佔18％、運動佔16％，

引更多民眾訂閱服務。

另外也有16％的人在工作時聽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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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來，蘋果開始展現對Podcast領域的興趣，

2020年9月，蘋果傳出收購新創公司Scout FM，這是一間

影響力的計劃。Spotify的目標是，除了聽眾之外，還將通

主題式Podcast公司。傳統上用戶是個別挑選Podcast進行收

過新的節目以及工具和功能，收集額外數百萬的音樂和

聽，而Scout FM可依據主題建立Podcast廣播電台，並依據

播客創作者。Spotify將提供另外36種語言的版本，代表著

歷史收聽紀錄、人工智慧來推薦適合用戶的內容。

超過10億人的受眾市場。新的地區是在過去兩年裡增加

《彭博社》認為，蘋果的Podcast訂閱服務可能會結合

的地區基礎上的擴張，後者包括印度、俄羅斯和韓國。

先前推出的Apple One訂閱套餐，讓民眾能以很低的成本加

Spotify表示，此番擴張將加速發現更多音樂流派，如雷鬼

入，進而吸引更多用戶。對蘋果來說，發展Podcast等服務

動（reggaeton）和韓國流行音樂（K-pop）。

是一個軟硬體業務結合的核心，龐大的iPhone用戶可推動
軟體用戶成長。相對地，完善且高品質的軟體服務，也是
吸引民眾添購iPhone進入生態系的重要關鍵。

亞馬遜搶進Podcast領域
亞馬遜在去年12月30日宣布收購Postcast平台
Wondery，未來將成為音樂串流平台Amazon Music的一部

2020年Q2，Spotify成為全球最大Podcast平台

分內容，而Amazon Music也是從今年9月才開啟了Podcast

主打音樂串流的平台Spotify在2019年砸4億美元收購

服務，雖然亞馬遜並未公開收購金額，但根據之前的媒

三家Podcast公司（Gimlet Media、Parcast及全球最大Podcast

體報導，Wondery估值至少為3億元。Wondery是以《Dirty

託管服務公司Anchor）積極強化平台；再搶進布局多元內

John》、《Dr. Death》等犯罪節目而知名，也是目前美國

容，近期陸續以重金簽下Joe Rogan、Kim Kardashian等知

市場上僅剩的大型Podcast平台。

名藝人開設節目，更與美國前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簽
獨家合約，再次挑戰Apple Podcast的龍頭地位。

收購Wondery之後，亞馬遜擁有更多人氣內容與
Spotify、蘋果競爭Podcast市佔，亞馬遜表示收購Wondery

Spotify在2020年11月以2.35億美元收購廣告科技公司

並不會改變現有經營策略，Amazon Music將以提供多元內

Megaphone。Megaphone為Podcast發布商和廣告商提供技

容為目標，滿足聽眾的各種內容需求。同時，亞馬遜也

術，可讓他們在podcast中尋找目標時段置入廣告，該公

希望透過收購Wondery帶領創作者、主持人向全球市場邁

司提供podcast託管、分銷和廣告插入工具給podcast發佈

進，一同加速Podcast發展並累積更多訂閱戶。最重要的

者，例如ESPN和《華爾街日報》，廣告商可用該公司技

是，亞馬遜龐大的使用者資料庫，將可協助廣告主瞄準不

術在這些發佈者的podcast內容中尋找廣告對象。交易完成

同收聽眾。企業夠大，獲利可能性就可無限提升。

後，Spotify將使用Megaphone的技術來製作具目標性的廣
告，並向第三方Podcast發佈者提供專有的廣告插入工具
（SAI）。Spotify期望現在借助此回的收購交易，將可把
全部內容進一步獲利化。

紐約時報企圖進攻聽覺媒體市場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2020年7月正式
宣佈用美金250萬買下「Serial Productions」，也就是知名

研究公司Midia Research的資料指出，2020年第二季，

Podcast節目「Serial」及「This American Life」廣播節目的

Spotify超越Apple Podcast成為全球最大Podcast平台。約

幕後團隊。這是紐時在2020年3月買下Audm，一間將長篇

42％的Podcast聽眾使用Spotify，比位居第二的蘋果高出

新聞聽覺化的App公司後，併購音訊內容服務新創的第二

10％。

步。這項協議會使Serial Productions有更多資源產製Podcast
節目，並透過紐時網頁的曝光製造更多流量。

Spotify在85個市場推出業務

對《紐約時報》來說，如何成功地媒體轉型是他們不

Spotify在2月公布了透過在非洲、亞洲、歐洲、加勒

斷面對的挑戰，在Podcast大大改變美國傳播媒體的生態

比海和拉丁美洲的85個市場推出業務，大幅擴大其全球

下，其Podcast「The Daily」的200 萬訂閱人數早已超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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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風雲

45萬訂閱戶的報紙，更被譽為是紐約時報的「新時代頭版

並納入旗下事業如政治新聞導向的Stitcher、喜劇為主的

頁面」。想當然，連兩度收購音訊相關新創，也不難讓人

Earwolf與廣告聯播網Midroll。

看出紐約時報企圖進攻聽覺媒體市場的決心。

中國近年各種PODCAST音訊平台異軍突起
根據「PodFest China：2020中文播客聽眾與消費調

其他新進者
自Spotify近年大舉投資Podcast使其聲勢大漲，快速推

研」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前三大收聽PODCAST的管道分

升收聽人數後，Podcast儼然成為網路紅人或名人積極搶

別是Apple Podcast、喜馬拉雅、網易雲音樂。其中，Apple

佔的平台。根據《Bloomberg》報導，全球第二大唱片公

Podcast比率達到49.7％。

司Sony計畫在今年推出40檔Podcast節目，同時將製作100

此外，喜馬拉雅、蜻蜓FM、荔枝等中國音訊

多個原創內容，未來Sony音樂旗下藝人艾麗西亞．凱斯

（Podcast）平台，以及酷我、網易雲等音樂平臺，都有不

（Alicia Keys）、碧昂絲（Beyoncé）都可能推出Podcast節

少音訊主播。而在Podcast平臺中，喜馬拉雅直播主的變現

目。此外，2020年7月初美國天狼星衛星（SiriusXM）廣

能力是最強的。2019 年喜馬拉雅「123狂歡節」內容消費

播才宣布用3.25億美元大手筆收購 Podcast App Stitcher，

總額定格在8. 28億人民幣，可見平臺用戶的付費能力強。
舉例來說，2019 年喜馬拉雅的2名有聲書直播主「有聲的

中美Podcast發展現狀

紫襟」、「牛大寶」兩位主播登上了「富比士中國30歲以
下精英榜」，其中「有聲的紫襟」更是年入千萬級。

聽眾男女比例

以每月活躍用戶數為例：艾媒報告顯示，目前音訊平

中國

美國

臺中，每月活躍用戶數最高為喜馬拉雅，達到接近1.4億
人民幣，遙遙領先。荔枝和蜻蜓FM則排在第二位和第三
位，分別為5282萬和4022萬人民幣。

51：49

57：43

2020年，中國音訊領域備受資本青睞，騰訊音樂娛樂

每周收聽節目數

集團、字節跳動等網路巨頭紛紛進場布局，但其中最具商

中國

美國

中國有聲書IP（智慧財產權）最具商業價值

業價值的內容，仍是有聲書IP（智慧財產權）。市場人士
預測，2020年中國有聲書市場規模將達人民幣78.3億元。

6個

5.5個

中國10大收聽PODCAST管道
比例(%)
APPLE Podcast

每周收聽時間
美國

中國

微信公眾號內崁音訊
Pocket Casts
Spotify

3時54分

資料來源:《SoundOn :2020年台灣PODCAST產業調查報告》

52

華商世界∣2021∣第四十九期

35.0

網易雲音樂

微信小程式

6時39分

49.7
37.9

喜馬拉雅

播客官網
荔枝FM
社群媒體內置播放器

21.9
19.5
12.8
12.3
9.7
9.4
9.1

資料來源: PodFest China 2020中文播客聽眾與消費調研報告

儘管中國線上音訊市場用戶已達4.25億人，但中國的

Tiya和Dizhua吸引來自中國、美國、埃及以及中東的用

播客節目內容和用戶仍是相對小眾族群。根據播客搜索引

戶，一些公司已存在多年，因為Clubhouse爆紅連帶開始受

擎Listen Notes統計，截至2020年5月，中文播客節目總數

歡迎。

僅超過1萬個，遠遜於英文播客節目總數（83萬個）。

推特則於去年夏天新增功能，讓用戶可以發「語音推
特」，也正在建造名為Spaces的語音社交平台，預計今年

蘋果APP軟體「Clubhouse」竄紅
隨著耳朵經濟來襲，語音社群平台Clubhouse成為近
期的當紅炸子雞。僅限ios系統用戶使用的Clubhouse是一

上半年會在安卓系統中推出－－目前，安卓設備用戶仍無
法使用Clubhouse，具備許多「名人資源」的推特或許有機
會搶佔這群用戶。

款新創語音社群APP，近來在全球掀起熱潮。但Clubhouse

Clubhouse能使超過十個人同時講話，而且一個房間可

採會員邀請制，想加入還得請熟人帶路，由於這種有限

容納8,000人。據報導臉書正在開發類似的產品，但IG的

邀請碼的特殊形式，導致許多用戶一碼難求，今年2月

「Live Rooms」，也有望吸引對Clubhouse有興趣、但現在

Clubhouse的邀請碼在eBay上已升至近100美元，在淘寶網

卻不得其門而入的人。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正為中國

上也賣到了幾十元到至400元，而Clubhouse的下載量更是

市場研發一款類似Clubhouse的應用程式。過去一個月在中

垂直上升。

國推出了至少十幾個類似的音訊平台。這其中包括手機製

因為Clubhouse不保留資料且禁止錄音的特性，使用
者可以在軟體上暢所欲言。而只有聲音之下，所以隨開隨

造商小米，重新推出米聊（Mi Chat），這是一款面向專業
人士的邀請制的語音聊天App。

用，不需要特別注意穿著等什麼的，符合現在人的休閒習
慣，要中途退出之類的也很容易。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
以上去找找看有哪些小房間正開著，加入大家的話題中。

Clubhouse公司估值成長至10億美元以上
2020年推出的Clubhouse，在截至去年底前仍只有60萬
的註冊用戶，然而現在這個數字已飆升至1,000萬以上，

名人加持，Clubhouse更旺
Clubhouse爆紅，主要是因為許多大咖如特斯拉執行長

公司估值也從去年5月的1億美元，如今成長至10億美元以
上，一舉躋身獨角獸的行列。

馬斯克以及許多矽谷名人都在玩，用戶得以聽名人聊天。
CNN形容，Clubhouse像是可互動的podcast或是會議電話；

「眼球經濟」轉為「耳朵經濟」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認為，

社群平台是極度依賴網路效應的產業，使用人數越

Clubhouse是脫口秀以及派對中的閒聊；《富比世》則表

多，服務的價值就越高，是個強者越強的產業，不是成

示，Clubhouse是次世代的TED Talks，還自帶即時Q&A環

為像Facebook、Instagram這樣的巨頭，就是默默無聞地夭

節。除此之外，Clubhouse還有充滿皮卡丘叫聲的「皮卡丘

折，幾乎沒有中間選項。

房」、讀詩、心理諮商等或娛樂或實用的語音內容。
Clubhouse降低其他媒介的重要程度、改把「語音」當
成核心體驗，反倒激發了用戶互動的創造力和可能性。

未來勢必會其他類似Clubhouse主打語音交流的軟體，
而Clubhouse是否能夠維持住人氣，關鍵在能不能製造使用
者對品牌的黏著度。且Clubhouse走紅之後，未來會不會出
現像youtube一樣的插入廣告，或者出現需要付費才能進入

「聲音社交」戰場開打

的房間機制等等，都是未來值得觀察的地方。

Clubhouse在app生態系中掀起一波浪潮，也開啟新的

不論是被稱為「Podcast元年」的2020年，或是

「聲音社交」戰場。專家分析，目前市場中已經有33家主

Clubhouse聲名大噪的2021年，都象徵著投資人對閱聽眾的

攻聲音社交的公司，而且數量持續增加。例如，Yalla、

注意力，已從「眼球經濟」轉為「耳朵經濟」。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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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出土保存完好的
熟食攤及豪華馬車
考古團隊在義大利龐貝附近發現一處保存異常完整、有鮮艷壁畫裝飾的熟食攤，這些保存完好
的小吃店，可用來觀察古羅馬人的用餐習慣。同時，也陸續挖掘出一輛「幾乎完好無缺」的古羅馬
華麗四輪馬車，專家表示，這輛馬車是當地發現的第一輛儀式用馬車。
元79年義大利龐貝維蘇威火山（Mount Vesuvius）爆

西

「什錦飯」。櫃檯上精美的壁畫也被證實與當時居民的飲

發，滾滾岩漿如海浪，吞噬了龐貝城（Pompeii）與

食習慣有關，甚至還有快餐店和各種不同的餐具。專家認

鄰近的赫古拉尼翁（Herculaneum），造成至少2000至1萬

為這是廣告宣傳的一種方式。龐貝古城的人類學家瓦萊里

5000人喪命。

亞（Valeria Amoretti）也說，初步分析證實，這些塗鴉壁

考古學家近年持續發掘龐貝遺跡，而最近在Regio V區

畫代表著快餐店有銷售相關的食品和飲料。

發現的「熟食攤」（thermopolium），保存得非常好。櫃
檯上的牆壁有完整的壁畫，有鬥士在戰鬥的場景以及海洋

龐貝遺址首出土華麗馬車 研判為儀式使用

女神「涅瑞伊得斯」（Nereid）騎著海馬的圖像，以及諸

2018年考古人員在龐貝近郊的別墅朱利安那城（Civita

如野鴨和公雞之類的菜單品項。櫃台上有一個個圓孔作為

Giuliana）發現3匹馬匹的遺骸，其中一匹馬的遺骸上仍

放置食物陶罐之處，可說是羅馬時代的「小吃攤」，提供

拴有韁繩。今年2月底，又在此挖掘出一輛「幾乎完好無

現成的熱食和美酒。在龐貝就可以發現約有80個。

缺」的古羅馬華麗四輪馬車。專家表示，這輛馬車是當地
發現的第一輛儀式用馬車。當地目前已出土用於運輸和工

熟食攤的壁畫廣告宣傳

作的功能性交通工具，不過沒有儀式性交通工具。

團隊還在陶罐中發現鴨骨碎片以及豬、羊、魚、蝸牛

園方發布的聲明指出：「大型儀式用四輪馬車，以及

的殘骸，並在陶罐底部發現用來調整葡萄酒口味的碎蠶

其上的鐵製零件、美麗的銅錫裝飾、礦化的木材遺骸，

豆。當時很多食材都是放在一起烹煮，可說是羅馬時代的

以及有機物質的痕跡（來自繩子和花卉裝飾等物遺骸），

▼「熟食攤」的鮮豔壁畫菜單。（取自Pompeii Sites twitter）

幾乎完好無缺地出土。」「這是一項非比尋常的發現，保
存狀態極佳……在義大利迄今尚沒有東西能與之相提並
論。」

遺址的再發現．獲取前人之生活資訊
近2000年來，龐貝塵封在厚厚的火山灰下不為人知，
直到這幾年部分遺址出土，考古學家繼續挖掘作業，它才
得以重見天日，讓人一窺往日榮景。
藉著這些被發現的壁畫以及華麗馬車，科學家得以一
窺火山爆發前龐貝與赫古拉尼翁居民的生活樣貌，不僅取
得珍貴的新資訊，對當時居民的飲食以及生活習慣也有更
多了解。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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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發現世界
最古老大型啤酒廠
埃及旅遊及文物部2月表示，埃及與美國的聯合考古團隊在埃及南部一處古老墓地發現一座據信
有5000多年歷史的規模龐大的啤酒廠。

及 旅 遊 及 文 物 部 （ M i n i s t r y o f To u r i s m a n d

埃

墓地內舉行的王室儀式，才特別蓋在這個地點。挖掘這

Antiquities）在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發表聲明

些墓地遺址的過程中，發現在獻祭儀式中使用啤酒的證

說，聯合考古團隊在索哈省（Sohag）北阿拜多斯（North

據」。 華

Abydos）遺址發現好幾個釀酒「單位」，各由約40個排成
2排的陶甕組成。

5000年前，納爾邁國王時期建造
埃及古蹟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
秘書長瓦奇瑞（Mostafa Waziri）在聲明中表示，這座古啤
酒廠的年代很可能追溯至納爾邁國王（King Narmer）時
期，因此據信為「世上最古老的高產量啤酒廠」。納爾邁
統治時期距今5000多年，他創立埃及第一王朝，統一了上
下埃及，並建都孟斐斯。
臉書上還指出，英國考古學家在20世紀初期率先發現
這座古啤酒廠的存在，卻無法確認位置。如今埃及與美國
的聯合考古團隊「成功重新找到它的位置，並發現內部組

▲▼埃及旅遊及文物部表示，埃及與美國的聯合考古團隊在埃及南
部一處古老墓地發現一座據信有5000多年歷史的啤酒廠，且生產規
模龐大。（圖片翻攝自埃及旅遊及文物部臉書）

成」。瓦奇瑞表示，這座古啤酒廠由8個大型區域組成，
面積為20米x 2.5米 寬度x 0.4米深度，每區都是一個「啤酒
製造單位」，每個區以兩排垂直排列大約40個陶甕，用來
加熱穀物和水的混合物，以生產啤酒。

可生產約2萬2400公升的大型啤酒廠
這支考古團隊由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考古學家亞當斯（Matthew Adams）與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學者維夏克（Deborah Vischak）共
同領導。亞當斯說，研究發現，這座古啤酒廠產量龐大，
一度可生產約2萬2400公升的啤酒。
亞當斯還表示，這座啤酒廠「可能為了供應埃及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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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將改造香榭麗舍大道
成「非凡花園」
巴黎市長伊達戈（Anne Hidalgo）宣布，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將在2030年改造成「非凡花
園」，讓這條1.9公里的大道，連同艾菲爾鐵塔周邊地帶轉型成一個大公園。
國首都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法語：Avenue des

法

界最美大道」，但天天在此工作的人卻不敢苟同，「越來

Champs-Élysées，或稱les Champs-Élysées）是世界

越多訪客和大企業爭搶香榭麗舍大道，但法國人覺得它看

知名旅遊觀光景點，卻也常苦於過多人潮與車陣，市長

起來筋疲力盡」。

伊達戈（Anne Hidalgo）1月宣布，將動用2.5億歐元進
行大改造，把整條大道變成一條充滿林蔭隧道、綠茵空
間與行人徒步區的「非凡花園」（EXTRAORDINARY
GARDEN）。

「非凡花園」將於2030年全部完工
巴黎2024年將主辦奧運，伊達戈指屆時只有協和廣場
（Place de la Concorde）會先改造完畢，整個計畫全部完工
則要等到2030年。到時進入車流量將減半，艾菲爾鐵塔周

香榭麗舍大道每日吸引10萬行人

邊地帶也會轉型成一個大公園。

香榭麗舍大道全長1.9公里，兩旁是奢侈品商店與昂

該項目由建築師Philippe Chiambaretta和他的建築事務

貴的咖啡館，租金堪稱世界最高，非疫情期間每日可吸引

所PCA-STREAM設計。依據此事務所網站的說明，此「非

約10萬名行人，但72％是遊客，另外22％則是店員，八線

凡花園」將不再受到汽車交通的滋擾，圍繞美食、體育、

車道每小時平均有3千輛汽車經過，空污比巴黎周圍的環

福祉、藝術和科學的項目，並設有遊樂場，可容納家庭和

城公路還要嚴重。香榭麗舍委員會（The Champs-Elysees

兒童。各種各樣的植物物種可適應氣候變暖，並為行人提

committee）2018年就提倡重新設計整條大道與周邊區域，

供陰影和新鮮感。由於有了新的道路和隧道支線道路的覆

表示巴黎人在過去30年逐步拋棄這條傳奇大道曾有的輝

蓋，花園可以擴展到塞納河。

煌，近年又經歷黃背心運動、罷工示威、衛生與經濟危

巴黎人對改造香榭麗舍大道的想法感到滿意，最近的

機，讓整條大道需要大翻修。委員會主席萊因哈特（Jean-

一項民意測驗達到了100,000個簽名。支持者說，污染水平

Noël Reinhardt）2019年曾說，香榭麗舍大道常被稱為「世

肯定會降低，因為法國首都中心地區的大部分地區現在將

▼整個計畫全部完工要等到2030年。到時進入車流量將減半，艾菲
爾鐵塔周邊地帶也會轉成一個大公園。PCA-STREAM建築事務所發
布的香榭大道改造概念影像。畫面翻攝：PCA-STREAM

保留給行人，預計行人流量將下降72％。然而，有些人持
批評態度，說巴黎已經負債累累，該項目的造價高達2.5億
歐元。
法王路易十四世的御用園林設計師勒諾特爾（Andre
Le Notre）1667年首先設計香榭麗舍大道的前身，以擴大
當時的杜樂麗花園（Tuileries Gardens）。香榭麗舍大道一
開始被稱為「大路」（Grand Cours），1709年正式更名，
隨後成為廣受巴黎人歡迎的散步與野餐地點，每年最後一
天，香榭麗舍大道就會成為步行街，人們在街上慶祝新
年。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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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文化遺產
星國「小販文化」、南韓「燃燈會」
新加坡「小販文化」和南韓佛誕節慶典「燃燈會」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名錄」。
加坡小販文化成為星國首個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新

南韓燃燈會，慶祝佛陀誕辰的傳統慶典

代表名錄」中的項目，這也是星國繼植物園2015年

南韓用於慶祝佛陀誕辰的傳統燈節「燃燈會」（연등

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

회，Lantern Lighting Festival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經

名錄後，第二次申遺成功。

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正式登記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成為南韓在民俗、文化、信仰、傳統、知識、語言

新加坡小販中心是重要的文化記憶

等領域上第21項向聯合國申遺成功的人類無形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

燃燈會起源於農曆4月8日釋迦牟尼生日，是韓半島

會（IGC）認為，新加坡小販文化符合申遺五大條件，包

（朝鮮半島）用於慶祝佛陀誕辰的傳統慶典，其宗旨為以

括小販文化是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其城市化發展

真理之光照耀世界，並打造沒有歧視、物產豐饒的世界。

過程中，為不同世代的新加坡民眾提供身分認同感及延續

現在已發展為每人都能參與的代表性春季慶典，燈會期間

性；小販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特性，有助促進對不同宗教、

會用竹子、韓紙等材料製作綵燈裝飾寺廟和街道，並舉辦

文化的了解等等。

遊行活動。

小販文化，可以溯源到1850年代的新加坡，很多從中

燃燈會最早起源於統一新羅時代。根據《三國史

國下南洋到新加坡的第一批移民，都以「小販」的職業討

記》，新羅景文王6年（西元866年）、真聖女王4年（890

生活，當時的小販是推著攤車，將食物擺在推車上，沿街

年），有記錄指出人們曾到皇龍寺看燃燈，此後傳統習俗

叫賣，在當時是低門檻的創業機會。

得以延續至今。

70年代，新加坡政府將這些流動式、露天擺攤、搭

世遺委員會評價表示，「燃燈會」文化傳統代代相傳

帳篷營業的小販們，全部整合到一棟棟的建築裡。在那

並與時俱進，展現出以包容性超越國籍、種族、宗教、障

裡的衛生環境與設施更完善，這樣集合式的販賣中心就

礙界限的文化多元性，並在困難時期為團結社會、攻克難

稱為「小販中心」，當地人多半稱為Hawker Centre或Food

關發揮重要作用。 華

Centre。

小販中心的傳承是一大挑戰
然而，大多數老一輩的小販已至退休年紀，新一代的
小販卻無人接手，政府補助也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沒人
想在赤道酷熱的天氣下還忍受高溫高壓的工作環境，這樣
的美食文化正在逐漸消逝。因此，小販文化是否能延續下
去，是未來是否能繼續保留世界遺產（非物質文化類）這
個名號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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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世界萬象

保護聽力
可以降低失智風險
愈來愈多研究顯示，失智機率與聽力受損程度高度相關，因此及早開始愛護你的聽力，更有機
會保護你的腦力。
致失智原因不外乎最常見就是糖尿病、高血壓、高

導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林醫師指出，過往臨床醫師、科

血脂或是中年肥胖甚至是抽菸，目前各國醫學研究

學家、社會大眾都不夠重視聽力受損的問題，總認為人老

文獻也進一步指出聽力受損會提高失智症風險。

了就是會重聽，不是什麼顯著的障礙，但《刺胳針》的研

依據澳洲健康大腦老化中心（Center for Healthy Brain
Ageing，簡稱CHeBA）今年初的最新發現，聽力受損與認
知能力關聯性極強，並且會提高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這份耗時6年、追蹤1,000名澳洲受試者（年齡介於70
到90歲之間）的研究發現，聽力受損程度介於輕度到重度

究結果敲響了一記警鐘。
雖然已經有多項研究指出聽力與失智症之間的關聯
性，卻無法明確界定為什麼聽力受損會造成認知障礙。學
者推測，其中一個可能是聽力受損會造成前額葉「工作量
過大」（overload）。

之間的受試者整體認知表現較差，特別是注意力、處理資

聽力不好會使耳朵將混亂的信息傳到大腦，造成負責

訊的速度和空間感顯著較弱。第6年接受檢查時，出現輕

邏輯推導、做決策、記憶的前額葉必須花更多力氣理解現

度認知功能障礙或失智症的機率更是其他人的1.5倍。

在聽到的訊息，導致「用腦過度」。聽力不好的人往往也

早在1989年，就有美國醫師懷疑聽力與失智症有所關

比較不會想與人社交，間接提高失智風險。

聯，只是樣本不足導致研究結果不夠公信力。直到2011年
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法蘭克•林醫師（Frank Lin）才在

避免長時間聽高分貝的聲音或使用耳塞

大規模長期研究中，證明了兩者的關係。林醫師直言，聽

聽力受損是緩慢發生的過程，避免長時間聽高分貝的

力受損的嚴重程度與失智機率間的關係「非常、非常線

聲音或使用耳塞，都是可以有效保護耳朵聽力的方法。

性」。換言之，聽力受損得愈嚴重，失智的機會就愈大。

2019年11月，一篇刊載在《美國醫學會刊─耳鼻喉與頭頸

2019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的「降低認

外科》的研究指出，可以發現聽力愈差，認知衰退的情況

知衰退與失智風險」準則，就建議應該針對長者提供助聽

愈明顯。由於聽力受損的程度不容易靠自己辨別，盡早檢

器，再透過定期篩檢，管理聽損的狀況。保護聽力，降低

查也是即時接受照護的關鍵。專家建議，只要出現聽力喪

失智風險，已經是全球共識。

失的狀況，就應該盡快請專家協助鑑定。 華

失智症病例中約有9％是聽力受損導致
2017年，24位學者聯名刊登在知名醫學期刊《刺絡
針》（The Lancet）上的一篇分析報告提到，失智症9大風
險因子中，名列第一的是45到65歲的聽力受損，佔9％，
超越抽菸的5％、憂鬱症的4％。也就是說，只要在中年做
好保護聽力或治療聽損的措施，就能把罹患失智的風險降
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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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erspective
華商觀點

構建世界華人新文明新時代
世界華商，是同根生的中華兒女。為求在國際間受到更高的尊重與敬畏，能傲然立足於國際天
地間，必須提升自我之胸襟視野和性格品位，莊敬自強。海外華人社團應該團結，增強影響力，在
國家的支持下，發揮在異邦的實力。

向猶太人學習

讓，吃虧的總是自己。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的國民政

大家或都耳聞目睹，猶太裔人在世界政經舞台上強大

府寬宏大量，以德報怨，沒有要求日本賠償，也不爭取收

的影響力，尤其深植於美國的猶太裔，他們穿透各行業、

回沖繩，留下現今釣魚島及第一島鏈之禍害。50年代後的

各階層的社會組織，在政壇、經濟、學術、科技、文化、

韓戰、中印及中越戰爭，中國並沒有佔領別國一寸土地。

藝術、媒體、工商業等領域，都擁有龐大無比的資源和相

反觀以色列六日戰爭佔領他國多片領土，西奈半島其後與

應的話語權。美國統治階層的白人精英及國民，自視為優

埃及簽訂和約才歸還。所以說有攻有守，討價還價才有保

等民族，岐視有色人種，但對猶太人卻忌之敬之。因此，

護自己的本錢。

我們實在有很多可向猶太民族借鏡取經的地方。

結語
活用儒家思想

中國近年來的國勢日益增強，論經濟硬實力已力追

中國人做人處世的觀念，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倡

美國，是當今世界第2大經濟體。近年來並藉著「一帶一

導的做人大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儼然

路」宏圖，向外構建國際經濟共同體，創造了可連線凝聚

成為在個人仕途，求上進的必然次序和階梯。我曾反思，

全球同根同源華人的客觀條件。這正是生活於世界不同地

在今天身處多變的世界，要生存發展，客觀形勢己不容我

方華人，一個相互把手，創建跨地域空域新中華族群的歷

們固有地先修身，次齊家，後治國，最終平天下。現代

史契機。此壯舉若能實現，足以令全體海外華人大大增強

的生存法則，必須靈活多變，予時俱進。套用在上述的例

民族自信，達致在各國各地都能有尊嚴地，不受歧視地、

子，我們是否該重整思維，在教育上修身、齊家、治國、

恒久地好好作息生活。這的確是個相當寬宏、遠大的跨經

平天下可同步進行。換言之，學識方面充實自己，培養品

濟文化建設工程。非常熱切渴望，也非常期待，海外華人

格，維繫家庭，盡孝道，與人和睦，貢獻社會，愛國家，

社團的領導們，可以起個帶頭作用。心懷整個海外華人的

具世界視野，是從小便應該同步灌輸的觀念。為了國人的

民族地位和長遠福祉，登高望遠，勇敢踏出重要的一步，

團結，人民的幸福，這種強制的教育是必須的。否則，人

從自身組織做起，集中力量團結海內外華人，同心同德，

民便容易變得自私，只顧個人利益，不團結，出賣朋友，

選賢用能，集思廣益，慎密籌畫，參照猶大民族的智慧經

欺騙的行為，阿Q精神，惡毒的罵人語言等都是遺害。

驗，提升國際華人品位與地位。同心攜手，努力建設一個
國際華人的新文明與新時代。 華

以德報怨的反思
我想再引用多些事例，解說一些中國人在精神上、思
想上的虛弱。例如：律己以嚴，待人以寬，墨子的非攻
（不戰而拒敵於千里）。從同胞的角度來看是無可厚非，
但在國際上只有利益，並沒有永遠的朋友。如果只是忍

作者簡介

尹德勝

尹德勝先生現任香港大中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行政
總裁，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世界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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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香港青年商會總會會長等。榮獲香港特別行政
區銀紫荊星章、銅紫荊星章，並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第四十九期∣2021∣華商世界

59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賽里木湖對岸的
天山山脈，山頂終
年積雪。

吳宗錦｜圖‧文

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

賽里木湖
這個新疆最大的內陸湖泊—賽里木湖，因為來自大西洋的暖
濕氣流最東邊只能到達這裡，就被高大的天山山脈阻擋，形成降
雨匯聚而成為湖泊，所以被稱為「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而
賽里木湖最有名的地方是，當年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要遠征中亞細
亞時，曾在賽里木湖湖畔一處高地「點將台」檢閱他的十幾萬蒙
古騎兵，然後才開啟了蒙古帝國的西征，奠定了建立蒙古四大汗
國的功勳，也讓賽里木湖的點將台成為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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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里木湖的蒙古包和木棧道，來此的遊客很多。

里木湖是七千萬年前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產生的地塹

賽

建成了79公里長的環湖公路，並成立「賽里木湖風景名勝

湖，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山湖泊，湖面

區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2007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國家濕

海拔2073公尺，東西長30公里，南北寬25公里，湖面總面

地公園，2010年成為中國國家4A級旅遊景區。賽里木湖

積達453平方公里，湖水非常清澈透底，透明度可達12公

景區共劃分為 : 環湖風光遊覽區、草原遊牧風情區、生態

尺。「賽里木」是哈薩克語「祝福」的意思，蒙古族牧民

景觀保育區、天鵝及其他珍稀鳥類棲息保護區、旅遊綜合

則稱其為「賽里木淖爾」，意思是「山脊上的湖泊」，因

服務區、原生態環境保持區等六個功能區，以及賽里木湖

為湖水清澈古稱「淨海」，又名「三台海子」，因湖東岸

中央核心部位水體、西海天鵝濕地草甸水體棲息地、查幹

清代設立的三台古驛站而得名，是新疆最大的內陸湖泊。

郭勒冰雪生態探險景區等三個特級保護區，並規劃了查幹

賽里木湖位於古絲綢之路北道所必經之路上，丘處機

郭勒冰雪生態探險景區、賽北草原歷史文化景區、西海草

在《長春真人西遊記》提及其所途徑的賽里木湖，寫到

原風情區……等八個景區。圍繞著環湖公路規劃建設了：

「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映池中……」，並寫下

三台古驛、天湖古口、三台草原、影視城、點將台、風帆

「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的著名詩句。元代

石……等九個遊覽景點，供遊客駐足參觀。據導遊說，最

的耶律楚材、清代的林則徐等途徑此地的名人，均對賽里

佳的旅遊時間為6∼7月湖區草場開花時節。

木湖有過記載敘述。公元1219
年六月成吉思汗要親征中亞花
剌子模之前，相傳曾在湖畔一
處高地巡視檢閱他的十幾萬蒙
古騎兵，場面非常雄偉浩大，
西征的雄心不可一世。
賽里木湖是新疆一處著
名的觀光旅遊景點，2005年
▲賽里木湖是新疆最大的內陸湖泊，四周的
天山山脈山頂終年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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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賽里木湖湖面海拔2073公尺，是高山湖泊。

我們早上八點多從伊寧出發，先到沿路上的「解憂公

整個湖區的全貌，以及湖對岸天山山脈山頂的皚皚白雪，

主薰衣草花園」參觀，但因為九月不是薰衣草的花季，

和湖面上所反映的雪山景色。湖畔設有木棧道給遊客行走

我們並沒有看到一大片的薰衣草。我們只待了一個小時左

觀湖，還設了蒙古包來應景， 增添氣氛。這裡的遊客最

右，就搭車前往今天的主要景點—賽里木湖，約搭車一個

多，是來遊覽賽里木湖的必遊之地。

多小時先到達著名的果子溝大橋，一座建立在兩山之間的
斜張式大跨距橋樑，造型優美壯觀，我們在觀景台下車觀
賞拍照，然後又搭乘一個小時左右車程，到達賽里木湖景
區的南門入口。

成吉思汗點將台，壯志豪情
然後我們搭車前往第二個景點成吉思汗「點將台」，
相傳當年成吉思汗出征中亞之前，曾在湖畔這處高地上巡

雖然這時已經是中午時分，但我們為了避開人潮，決

視檢閱十幾萬騎兵，場面非常雄偉浩大，叫聲振動天地，

定先參觀景點，然後才去遊客中心的餐廳吃午餐。第一個

一代天驕的西征雄心不可一世。 這處點將台並非古代的

景點「三台古驛」是湖畔的最佳拍攝點，在那裡可以看到

遺跡，只是根據記載和傳說，在此地重新修建的景點。但

▼登上「成吉思汗點將台」才能俯瞰整個賽里木湖。

是從湖畔的起點要登上點
將台，需要爬上分成七
層的台階，每層的台階數
量不等，但總共要爬上
三百五十多階，需要一點
體力，上去再下來大約需
要花半個多小時。但登高
才能夠望遠，站在點將台
最高點可以俯瞰整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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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里木湖有一處天然形成的風帆石。

賽里木湖畔的成吉思汗點將台。

里木湖，才能體會八百年前成吉思汗當年點將時的豪情壯

店，約在晚上八點多抵達，要在這裡住宿一晚，第二天再

志，非常值得。

從奎屯出發，繼續我們的北疆旅程。

我們遊玩了成吉思汗點將台後，繼續搭車前往湖岸另

新疆北部有很多值得一遊的地方，有特殊的雅丹地貌

一邊參觀第三個景點是「風帆石」，這是湖畔的一塊天然

景觀，像烏爾禾魔鬼城和布爾津的五彩灘 ; 有雄壯神秘的

岩石，形狀似風帆而得名。因風帆石就在湖水上，我們都

高山湖泊和圖瓦人村落禾木村，像喀納斯湖和禾木村 ; 還

下到湖岸邊，用手觸摸湖水，感受一下賽里木湖水的冷冽

有世界地質公園可可托海的神鐘山和可可蘇里湖等景區，

和清澈。大家在風帆石待了半個多小時拍照留念後，就搭

都是值得一遊的景點。旅行是最佳增進見聞的方式，在能

乘車子前往賽里木湖東門的遊客中心的「賽湖雲上餐廳」

夠自由自在地旅行時，一定要把握時間和機會前往，2019

吃午餐。大約在下午四點多，我們動身趕往奎屯市的酒

年九月的北疆之行，讓我終身難忘。 華

▼風帆石景點豎立有一整塊的巨型石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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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isdom

全球智慧

嘉言集
成功的領導者只須做兩件事：一是管理好自己；二是

一個能在關鍵時刻起作用的朋友，遠比一百個「按讚之

專心於20％最重要的事，把其他80％交給別人。

交」來得重要。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

——著名國際公關專家∕李維文

他說：管理是把事情做好，領導則是做對的事情。

他認為：減輕社交負擔，才能開啟相互享受而不相拖
累的交友人生，提升內在力量。

創業的三要素：找人、找錢、找方向。
——遠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

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理由。

找對了人，他會找客戶；找對了方向，客戶會自動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天下沒有完美的辦法，但總有更好的辦法。

來找你。

政治領袖的最大責任是追求和平，不是贏得戰爭。

欲成大器，先要大氣。
——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朱榕基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

大氣的人能讓自己的世界海闊天空，即使一時失意，
終得大器晚成。

再長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邁開雙腳
也無法到達。
——老殘遊記作者∕劉鶚

保持低調，才能避免樹大招風。

他是清朝著名小說家，精通醫術、天文、水利。他

——香港首富、長江實業集團創辦人∕李嘉誠

以行醫糊囗，不入宦途，但關心國事，解救人民疾苦。

如果你不過分顯示自己，就不會招惹別人敵意，別人

他說：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

也無法捕捉你的虛實。

亂。

疫情危機下，迫切需要「零錯誤決策」；事後進行危機
世界上一切資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種資源生生不

——核子科學家、國際績效改進機構創辦人∕邱強

息，那就是文化。
——華為集團創辦人∕任正非
他在5G戰場親上火線，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他
說：除了贏，我無路可退。這句話，成為他的突圍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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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如一開始就掌握「零錯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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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決策的錯誤有兩種，第一是「該做未做」，
第二是「要做做錯」。

合作，是節省成本，避免重複投入的方法；競合的雙

限制與絕境，是能讓人壯大的。

重心態，從「不競爭才合作」，變成「既競爭又合

——商業周刊總編輯∕曠文琪
新冠疫情來襲，很多商店門市不能做生意，面對絕境

作」。
——摘錄自：哈佛商業評論

太在意外界賦予的標籤，原來真是庸人自擾。

時轉到線上；經過一番努力，業績竟然較以前翻倍。

害怕失敗，會推毀創造力。

——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桂綸鎂

——迪士尼執行長/羅伯特．艾格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想法，我接受這些，但我並不是

有勇氣才會有真正的創新；優柔寡斷不僅沒有效率，

完全屬於這些。

產生反效果，還會嚴重影響士氣。

真心對你好的人，從不會向你證明自己的恩惠；再好

我們知道個人是微弱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整體就是力

的朋友，也禁不起你過分的直白。

量。

——作家、青年導演∕李尚龍

——著名哲學家∕卡爾．馬克斯

當一個人真正愛你的時候，是不會拿來秀的。他的

一個人再厲害，都無法掌握多元的變化，但只要讓所

愛，全寫在心裡，不會透露給外人，是因為你佔據了他

有人齊力，再困難的善念，都可以完成。

整顆心。

如果你不下追求你想要的，你永遠都不會得到；如果
你不問，答案永遠都是否定的；如果你不往前走，你
永遠都是留在原地。
——美國暢銷書作家∕諾拉．羅伯特

簡約才能千變萬化，才能普及化。
——晶華酒店集團董事長∕潘思亮
新冠疫情期間，他透過這個理念，延伸各種變化，發
展出數十種住房專案，成功及時迎戰。

如果你在小事上沒辦法約束自己，你在大事上也很可
能約束不了自己。
——國際著名投資專家、股神∕華倫．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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