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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自
新冠疫情襲擊全球造成各國經濟震盪後，基礎設施投資

就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長期引擎，也是推動科技進步與

調整各國未來政策發展的重要規劃。因此，基於經濟、社會、

政治上的種種理由，各國政府非常重視基礎建設投資，以期能

振興國家經濟及維持國家重要關鍵產業。

這兩年，各國藉由基礎建設的規劃與投資，積極佈局國家

大未來。2020年，中國《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著重的「新

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歐盟推出綠色基礎設施的「下

世代歐盟」綠色新政，韓國推出「韓國版新政」。2021年，

印度總理莫迪宣布的「印度基礎建設計畫」，美國在G7峰會

倡議「重建更好世界」（簡稱B3W）的全球基礎建設計畫，

以及歐盟的全球基礎設施「歐盟全球連結」戰略計畫，到美國

參議院於8月通過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各國不約

而同推出基礎建設方案，不僅期盼由政府帶頭投資，有助經濟

活動早點步出因疫情受創的陰霾，也藉此加強國家體質。

除了傳統的基礎建設之外，新型的基建項目，像半導體產

業建設也成為各國競相重視和扶持的目標。從中美貿易爭議、

新冠肺炎疫情，到晶片嚴重短缺，大大衝擊全球供應鏈，也暴

露出各國供應鏈依賴程度的危機感。半導體產業本來是高度分

工的產業，各國、各企業發揮各自功能，半導體技術因而蓬勃

發展。但為了避免地緣政治與供應鏈斷鏈的風險，各國開始自

建半導體供應鏈。隨著中國、美國、韓國、歐盟推進半導體 

業建設，全球圍繞半導體的競爭逐漸升溫。

本期【封面故事】以「基礎建設狂潮」為題，報導各國

相關的資訊，給大家參考。【特別報導】刊出「海外華僑華人

逾6,500萬人」、「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為澳門及香港發展提

供新機遇」、「失控的地球‧增溫1度，極端氣候增強7％」

等三篇精彩內容。【產業風雲】刊出「韓國通過新修訂電信

商業法，打破Google、蘋果app支付壟斷」、「BookTok的興

起．推動青少年閱讀風潮」、「AI演算法．加速香水產業創意

力」等三篇新資訊。【財經訊息】則有「亞洲首例‧新加坡

准SPAC上市」、「金融科技新戰場‧先買後付（BNPL）風

潮」、「開創體壇新頁‧粉絲代幣獎勵方式」三篇內容。其他

的專欄【全球視野】、【世界萬象】、【全球智慧】、【神州

大地】等，也有精彩的內容，請各位讀者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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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房價20年來最高
英國金融時報最新分析發現，疫情重創全球經濟，各國利率降至歷史最低，且大規模刺激措施

及民眾累積儲蓄，加上在家辦公催生的房屋需求，推動全球房價飆漲，各國房價創下逾20年來最
高。亞太區房價上半年也漲不停，新加坡最昂貴，以現金買房大增。

英
國金融時報分析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統計

的40國房市數據後發現，OECD富裕國家的平均房

價年增率達到9.4％，且只有三個國家的房價下跌，創2000

年開始統計以來最低比例。

個別國家的數據也顯示，今年第2季房價持續普遍上

漲。美國、英國、韓國、紐西蘭、加拿大及土耳其等國房

價持續勁揚，澳洲7月房價年漲16.1％，為2004年來最大年

漲幅。

供需失衡＋超低利，全球房市熱

專家指出，各國在疫情期間採取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

策，利率空前之低，且家庭累積儲蓄，加上在家工作的民

眾渴望較大的居住空間，因而引燃房價漲勢。住宅供給不

足，且造價提高，也為房價火上澆油。由於全球供應鏈承

受壓力，且鋼材、木材及銅料等價格大幅上漲，也使新屋

存量萎縮。經濟學者指出，房市結構性供需失衡，只會使

房市更熱。

房價上升恐面臨資產泡沫破裂風險

國際清算銀行（BIS）貨幣和經濟部門負責人波瑞歐

（Claudio Borio）表示，短期來看，房價上升對於經濟而

言可算是件好事，因為已經擁有房產的人能享受資產價格

上漲帶來的財富升值，並享有更高的貸款額度。但他警

告，如果這個現象持續下去，伴隨著信貸擴張過快，可能

會面臨資產泡沫破裂風險，最終導致財富效應逆轉。

美、加房價以23.4％和20％漲幅領先全球
此外，加拿大蒙特利爾銀行（BMO）分析師波特

（Doug Porter）表示，全球實際房價正以45年有記錄以來

的最快速度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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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達拉斯聯邦準備銀行彙編的數據，美國的平

均房價已比去年同期上漲6％以上，超過了2005年和1989

年的峰值。該數據顯示，目前美國和加拿大房價分別以

23.4％和20％漲幅領先全球。如果房價繼續走高、銷售保

持強勁，加拿大很可能超過美國，重新成為全球房價最快

飆升的國家。

亞洲房市買家競價，全現金買房大增

全球房市強強滾，美國6月房價年增幅度創新高，因

為房屋需求持續超過待售數量，加上超低利率不斷推高房

價。亞太區房價上半年也漲不停，新加坡為區內最昂貴。

根據房地產諮詢業者Knight Frank亞太住宅研究主

管Vctoric Garrett，6月底的亞太區房價比去年同期上漲

6.4％，年增幅是四年來最大。Property Lim Brothers的

Kenneth Tan說：競標很誇張，掛出求售告示後，會有人捧

現金來買房，估價300萬星元以上的房子可能加價多達80

萬星元賣出。估價逾100萬星元的房子也有人多掏8萬星元

現金搶著買。全現金買房的比率增加，尤其是400萬到800

萬星元之間的房子。

新加坡最大房仲業者之一Propnex的執行長Mohamed 

Ismail Gafoor說，開發商一直在搶地，彼此競價，將把房

價推得更高：「大家知道明年房價還會漲，因為土地成本

和營建費

用都不會

降下來。

這是為什

麼大家急

著 現 在

買 的 原

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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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各國房價漲幅

註：為名目價格年比漲幅 資料來源：OECD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全球觀光產值重創4兆美元

聯
合國發布的「COVID-19 AND TOURISM AN 

UPDATE」報告指出，在國際觀光客大幅減少情況

下，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觀光業帶來的衝擊，可能導致

2020至2021年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共計減少逾4兆

美元，且開發中國家將成為最大受害者。報告也預測，國

際旅遊業要到2023年才會完全恢復至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與聯合國世界旅

遊組織（UNWTO）在6月30日共同發布的報告指出，估計

去年全球觀光業和相關產業的產值減少2.4兆美元，今年的

產值減少金額則介於1.7至2.4兆美元。

疫苗接種率影響至極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與聯合國世界觀

光組織（UNWTO）在6月30日共同發布的報告指出，開發

中國家疫苗接種不普及，導致經濟損失擴大。

許多開發中國家極為仰賴國際觀光。聯合國世界觀光

組織秘書長波洛利卡希維里（Zurab Pololikashvili）透過聲

明表示：「觀光業是數以百萬計民眾的命脈，推進疫苗接

種行動來保護社區並支持觀光業安全重啟，對恢復就業和

創造亟需的資源至關重要。」全球觀光業的景氣復甦非常

仰賴疫苗接種率，但目前各國的接種率卻出現明顯落差，

有些國家的接種率不到1％，有些國家卻超過60％。

報告指出，COVID-19疫情讓國際航空旅行去年多數

時間近乎停滯，許多國家也不允許非必要的旅行，這導致

觀光業和相關產業去年出現2.4兆美元的缺口，今年的產

值則將比2019年的水準減少1.7兆∼2.4兆美元，依不同發

展情況而異。聯合國這份報告警告今年恐再度出現類似虧

損，端看COVID-19疫苗配送情況。

三種情況都反映國際遊客人數的減少

報告評估2021年旅遊業的三種可能情況的經濟影響，

所有情況都反映了國際遊客人數的減少。

第一種情況是2020年遊客人數減少。平均減少74％，

各國之間差別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旅遊收入將下降

近9500億美元，這將導致實際 GDP 損失2.4兆美元。

第二種情況是平均減少63％的入境人數，世界旅遊組

織認為2021年的結果是樂觀的。

第三個考慮了國內和區域旅遊的變化率。它假設疫苗

接種率低的國家的旅遊業減少75％，而疫苗接種水平相對

較高的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和一些較小的經濟體，旅遊

業減少37％。

2020國際遊客人數下降74％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數據，2020年1月至12月

期間，國際遊客人數下降了約10億人次或74％。在2021年

第一季度，更下降88％。在疫情對旅遊業的影響中，發展

中國家首當其衝。2020年，發展中國家的遊客人數減少幅

度最大，估計在 60％至80％之間。

聯合國最新報告指出，新冠疫情對全球觀光業去年和今年造成的影響，預估讓全球國家的GDP
合計損失逾4兆美元，且2020年國際遊客人數下降74％。依據美國運通（Amex）的報告顯示，嬰兒
潮、X世代及千禧世代都願意放棄使用一個月的社交媒體來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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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疫苗接種 -75%(最低)∼-37%(最高)依據疫苗接種比率

-74%

-63%部分恢復

2021年世界GDP將受到衝擊(3種情況)

如2020年國際遊客人數下降74%情況q

情況w

情況e

與2019年比較平均減少比率描述

2021年世界GDP可能隨著3種旅遊業情況而受到下滑的衝擊



受影響最嚴重地區是東北亞、東南亞、大洋洲、北非

和南亞，而受影響最小地區是北美、西歐和加勒比地區。

土耳其受觀光旅遊影響最嚴重

無論前述三種情況中的哪一種，土耳其都是受創最嚴

重的國家。國際旅遊業約佔土耳其 GDP 的5％，該國2020

年的國際遊客下降了69％。據估計，土耳其旅遊需求下降

330億美元，這導致食品、飲料、零售貿易、通信和運輸

等密切相關的部門出現損失。土耳其的總產出下降930億

美元，約為最初衝擊的三倍。僅旅遊業的下降就造成了約

9％ 的GDP 損失。

報告顯示，在全球GDP流失的產值中，開發中國家的

比率高達60％。聯合國的報告僅推估國際旅客減少的影

響，未將經濟刺激方案等政府政策納入考量。

因此，在法國、德國、瑞士、英國、美國等接種率較

高國家，疫情對觀光業的衝擊逐步減緩，但疫情對開發中

國家的影響仍嚴重。

一億個以上旅遊就業機會處於危險

旅遊業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占許多小

經濟體，特別是馬爾地夫和聖盧西亞等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出口總額的50％。旅遊業的入境門檻相對較低，僱用了相

當一部分年輕人和婦女。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估計，有1

億至1.2億個直接旅遊就業機會處於危險之中。

各世代消費者都願意放棄使用一個月的社交媒體來度假

此外，美國運通（Amex）於3月發布的《全球旅行趨

勢報告》（Global Travel Trends Report）結果顯示，78％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想在2021年旅行，以緩解2020年的壓

力；87％的人說，計畫未來的旅行讓他們有更多的期待；

更有56％的人說，他們非常想念旅行，甚至迫不及待先預

訂旅程，就算未來這個行程很可能會被取消。而各代消費

者都願意放棄使用一個月的社交媒體來度假：嬰兒潮一代

64％、X世代66％、千禧世代65％。華

三種旅遊業減少的情況，對各國GDP損失的估計（百分比）

國際遊客人數

國際遊客人數（以千人為單位）

資料來源：UNCTAD 及UN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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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CTAD 及UNWTO



在人類探索太空的過程中就不斷製造太空垃圾威脅地球安全，這些垃圾包括廢棄的人造衛星和

大大小小碎片殘骸，數量超過1.28億，非常驚人。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隨
著人類科技觸角伸入太空領域，日積月累的「太空

垃圾」（Space Garbage）已成性命攸關的問題。

今年3月，中國衛星「雲海一號02星」可能遭太空垃

圾撞擊在軌道解體；接著，美國退役氣象衛星「NOAA-

17」及俄羅斯軍用衛星「Kosmos2525」也先後在軌道解

體；5月也傳出國際太空站（ISS）上的一架機器手臂，遭

太空垃圾擊中破損。這些事故凸顯了太空垃圾數量暴增情

形，對逐年增加的發射任務及衛星產生風險。

太空撞擊事件會越來越頻繁

衛星碰撞機率與軌道上物體數量的平方成正比，隨著

軌道衛星分布密度增加，碰撞是必然的結果。據歐洲太空

總署計算，目前約有90萬個1∼10公分、1.28億個0.1∼1公

分的太空垃圾在軌道上呼嘯而過，隨著未來大量通訊衛星

發射升空，碎片量也會暴增。

平均每年有一顆衛星被太空碎片擊毀

NASA（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也估計太空中有1

億個以上、大大小小的太空垃圾在地球軌道環繞；它們的

飛行速度是步槍子彈的七倍，可能傷及太空飛行器，甚至

在艙外作業的太空人。它們對衛星、火箭、空間站構成極

大威脅，平均每年有一顆衛星被太空碎片擊毀。這種威脅

隨著人類太空活動的增多而與日俱增。除了已經在天上的

幾千顆商用、軍用和科研衛星，今後幾年還有數千枚將陸

續升空。

NASA指出，太空垃圾飛行速度約每秒9.6公里，被不

到2公分的垃圾K到，好比被一個以時速482公里飛過來的

保齡球砸到。

最著名的垃圾危機，莫過於2009年美國銥星33與俄羅

斯報廢的宇宙-2251衛星，在西伯利亞上空相撞。這起歷史

上首次衛星相撞事故，新增巨量的碎片殘骸留在太空，體

積較大能被追蹤到的就有2300片。

廢棄的航天器物件和其他廢棄物在地球軌道上的危險

性越來越大，在軌道上的廢棄物多到會砸碎功能性設備，

同時在地球上的科學家若要弄清楚地球軌道上發生了什麼

事件也會變得異常困難。

未來10年4.6萬枚衛星上太空成災難
世界各國和民間企業不斷發射人造衛星，預計未來10

年至少有4.6萬枚衛星會打上天空，但回收的數量極少。導

致地球軌道充斥許多失效的太空裝置，形成數量龐大的太

空垃圾。

太空垃圾日積月累，近地軌道上擁堵狀況嚴重，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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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太空的新危機—太空垃圾

目前太空碎片資訊
（自1957年太空時代開始64年以來）

火箭發射次數 大約6100顆（不包括故障）

火箭發射的衛星數量已送
入地球軌道

約12020顆

衛星中仍在空間中的數量 約為7520個

仍在運作的碎片物體數量 約為4600個

空間監測網路定期跟蹤並
保存在其目錄中的碎片物
體數量，估計數量，爆
炸、碰撞或異常事件導致
的碎片

570 多個 

地球軌道所有空間物體總
質量

超過9500噸 

統計模型估計在軌道上的
碎片物體數量

34,000物體大於 10 公分 
900,000物體介於1公分到10
公分 
1.28億物體介於0.1公分到1
公分

歐洲太空總署/最新數據提供ESA's Space Debris Office at 
ESOC, Darmstadt, Germany.
依據日期：2021/08/21



前已有科學家疾呼接近極限，安全隱患觸目驚心。清理太

空垃圾的努力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間斷，但普遍認為這

方面仍面臨重大的技術和經濟挑戰。航空航天大國之間圍

繞誰製造更多太空垃圾的爭執還在繼續，而相關的國際共

識或法規有待制定。

中國是過去三年發射最多火箭的國家

根據 Gunter's Space Page 數據顯示，中國是過去三年發

射最多火箭的國家，2020年軌道發射39次，美國36次，俄

羅斯16次。而《BBC》2019年的資料顯示，太空垃圾主要

來源國前6名分別為：俄羅斯、美國、中國、法國、印度

以及日本。隨著太空碎片危害衛星和太空人的擔憂加劇，

天文學家也開始研究如何清除繞著地球飛行的太空垃圾。

2035年太空碎片追蹤市場（SST）將達一億英鎊
擁擠的地球軌道變得更容易碰撞了：有數千顆正在運

行的衛星，還有很多計劃準備發射的，這會提高相撞的機

率。但目前還沒有針對反衛星試驗的法規。

英國太空署（UKSA）2020年10月宣佈撥款100萬英

鎊，用於資助太空垃圾追蹤科技創新，表示太空監視和跟

蹤（Space Surveillance Telescope，SST），即操作太空監視

望遠鏡來追蹤太空衛星和研片的領域，已經發展到需要創

新思維的階段，鼓勵私營部門和科技新創企業參與研發。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數據也顯示，目

前地球軌道上的人造物質總量超過7600噸，美國空間監視

網（SSN）也正在追蹤2萬多件體積較大的殘骸碎片。

歐洲太空總署將在2025年發起首次清除地球軌道碎片

垃圾的太空任務。多個國家和一些私人公司正在測試比如

發射捕捉太空垃圾的「魚叉」捕捉器、磁鐵和大網等移走

太空垃圾的辦法。依據太空諮詢公司Euroconsult及London 

Economics預測，到2035年，太空監視與跟蹤（SST）市場

可能會超過1億英鎊的規模。 

歐洲太空總署研發「大爪子」抓太空垃圾

歐洲太空總署與瑞士新創公司《ClearSpace》簽約，

希望研發「太空爪ClearSpace-1」並於2025年發射至太空

中，要一網打盡100萬個太空垃圾。太空爪ClearSpace-1第

一個清除目標就是質量112公斤，大小接近一顆小衛星的

Vespa（織女星二級有效載荷適配器）。ClearSpace這項任

務預計耗資超過1億美金。

美國祭出導電膠帶，讓廢棄衛星加速下降

美國的進度更快。2020年1月美國航天科技（TUI）宣

布，他們在小型衛型加裝70公尺長的導電膠帶「終結者膠

帶」，利用相斥的原理，成功使衛星「煞車」，高度緩緩

下降。觀測結果，宇宙垃圾的下降率比過去快24倍。以前

廢棄的衛星可能會在軌道環繞幾百年，這個方法有望只花

10年。

現代生活全都仰賴衛星

現代人的生活早就離不開衛星，包含通訊上網定位還

有氣象觀測，全都仰賴衛星。目前繞行地球的衛星有6千

多個，其中一半還在使用，一旦遭太空垃圾撞擊毀損，將

重創人類生活，該怎麼避免太空垃圾引發地球危機，人類

還得想想辦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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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垃圾主要來源國
2019年10月火箭殘骸和碎片數量

俄羅斯

美國

中國

法國

印度

日本

5099

4815

3720

507

163

115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資料來源：NASA         整理：BBC



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估，到2022年，預估約90％的已開發經濟體將恢
復到疫情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則僅有三分之一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在

此不確定的時代，許多企業降低擴張支出的意願，並累積現金，以備不時之需。研究也顯示，在危

機時期累積現金將能產生長期效益。

全球視野Global View

依
據世界銀行在6月公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

估，全球經濟今年將成長5.6％，是近80年來，在歷

經全球經濟衰退後，經濟成長幅度最大的一次。

然而，到2022年，預估約90％的已開發經濟體將恢復

到疫情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則僅

有三分之一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各國復甦腳步快慢，

與該國疫苗施打進度及公共衛生政策有關。

阿根廷要花近7年時間恢復到疫前人均
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分析的46個國家中，

中國、土耳其在疫情爆發後，僅需花上不到1年，就能回

復到疫情前的人均GDP，韓國、美國則得花上18個月，

歐洲多數國家會花上將近3年的時間，才能回到疫情前的

經濟水平。但許多新興經濟體將花上更久時間，才能恢

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水準，例如南非和阿根廷分別得花上5

年與將近7年，是OECD的預估中，經濟復甦速度最緩慢

的國家。其中阿根廷得花上近7年才能回到疫情前的人均

GDP，是OECD預估中最緩慢的國家。

擁有商品貿易、醫療等優勢國家 經濟復甦快
OECD指出，經濟復甦較快的國家，都是能快速為民

眾施打新冠肺炎疫苗、且透過有效的公衛政策控制疫情的

國家，而各國的經濟復甦力道，則關係到政府對弱勢勞工

及企業提供的支持，以及該國經濟是否高度仰賴旅遊業等

特定產業。

各國在貿易網絡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影響該國經濟復

甦的關鍵。自從疫情爆發以來，消費者便減少在服務項目

的支出，並將更多錢花在購買物品上，隨著商品貿易市場

愈趨熱絡，身處供應鏈的國家便因此受益，特別是身處醫

藥、醫療用品及資訊科技材料相關供應鏈的國家。

疫情重創全球經濟，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之路，成

為各國重新檢視國內經濟、產業的絕佳時機。

全球大企業狂囤現金，以備不時之需

最新數據顯示，全球企業正在囤積創紀錄的現金，甚

至發行公司債籌募資金，主要因為新冠病毒Delta變異株在

全球快速傳播並引發新一波疫情，給復甦中的全球經濟帶

來諸多不確定性。因此許多企業降低擴張支出的意願，並

且累積現金，以備不時之需。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蘋果、谷歌和全

球其他大公司都在持續增加他們的巨額現金儲備，凸顯企

業愈來愈擔心Delta變異株，恐損害全球經濟。

標普：年底現金水位，恐達7.1兆美元
根據標普全球公司（S&P Global）的數據，全球最大

的指標性非金融企業，第2季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與短期

投資金額，達到創紀錄的6.85兆美元，創新高，不僅比新

冠疫情爆發之前五年的平均金額高出45％，也比第1季再

不確定的疫情時代—現金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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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得花多少時間恢復到疫前人均GDP

國家 需要多少時間恢復

中國 0.5年

土耳其 0.75年

立陶宛 1.25年

韓國 1.5年

美國 1.5年

日本 1.75年

德國 2年

英國 2.5年

法國 2.75年

南非 5年

阿根廷 6.75年

資料來源：OECD於2021年6月發表的「經濟展望」報告



增加2.6％。由於業務性質，銀行與金融機構常被要求持有

大量現金，因此未被標普列入計算。

今年第2季總量比2020年底略有上升。標普全球公司

的全球企業研究部門負責人威廉斯估計，到今年年底，現

金水位恐達7.1兆美元。

蘋果、微軟等科技巨頭 特別瘋狂囤錢
科技巨頭尤其瘋狂地大量囤積現金，蘋果、微軟和谷

歌母公司字母（Alphabet）在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總額有

4600億美元，亞馬遜則有近900億美元，臉書也超過640億

美元。

除了科技巨頭外，「股神」巴菲特掌管的波克夏公司

也擁有巨額現金儲備，且規模還隨著該公司不斷尋找投資

機會而不斷增加。截至6月，波克夏擁有的現金達1441億

美元，高於去年的1383億美元。

心懷最佳的希望，也做最壞的打算

之前備受疫情衝擊的嘉年華郵輪公司（Carnival）雖

逐步恢復營業，但目前持有90億美元現金，比疫情前的平

均餘額高出約三倍，還在7月再發24億美元公司債。財務

長表示，現在「心懷最佳的希望，也做最壞的打算」。

聯美航空第2季末持有230億美元

的流動性，是2019年同期時的四倍

多；達美航空上季現金也增加16億美

元，流動性增加到178億美元，遠高

逾2019年同期的30億美元。

企業界也大舉發債，尤其是高風

險企業。今年來歐洲高收益債發行額

高達1,080億美元，接近去年同期的兩

倍，美國企業發債額則增加約三分之

一。歐、美的7月高收益債發行額都

創同期新高。

福斯與寶馬（BMW）8月分別發

債30億美元及25億美元。企業大舉發

債除了擔心疫情，也是要抓住超低利

率的機會，借新債、還舊債。

穆迪資深副總裁：今年過後，現金水位會下降

穆迪資深副總裁雷恩指出，各家公司已建立不同尋常

的現金儲備。這是因為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人們

對流動性感到擔憂，但如今可能是降低部分現金部位的時

機，而不是僅將它停泊在資產負債表上。

雷恩說：「大型投資級公司在疫情期間積極進行債務

再融資或籌募新資金，但隨著今年過去，我預計現金水位

將會下降一點。」

危機時期累積現金將能產生長期效益

企業在危機時期囤積現金，以便在不確定的環境下增

加彈性，防範危機擴大或是資本市場突然惡化，同時為成

長回復和投資機會降臨時儲備銀彈。

喬治城大學副教授平科維茲（Lee Pinkowitz）表示，

坐擁現金的企業擁有更多彈性。疫情、暴動和政治動盪加

劇恐懼情緒，促使企業囤積現金。不確定性越高，囤積現

金就越管用。

研究顯示，在危機時期累積現金將能產生長期效益。

根據英國央行研究員的研究結果，事先留存大量現金的英

國企業，能夠在危機時期和接下來的復甦階段增加投資，

最終能取得更大的市占率和提升獲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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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蘋果、谷歌和全球其他大公司都在持續增加他們的巨額現金
儲備，凸顯企業愈來愈擔心Delta變異株，恐損害全球經濟。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最新調研統計公佈資料顯示，2020年底為止，海外華僑華人達6,500萬人，
遍布全球198個國家。其中，外籍華人及擁有外國永久居留權（俗稱：綠卡）之華僑，共有5,272萬
人，佔比80.85％；在海外留學或從事勞務、商務等非永久居住者有1,250萬人，佔比19.15％。根據
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的海外勞務人數約1,000萬人。
本項調研統計資料，全部為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之華僑華人人口，不包含海外留

學、勞務、商務等非永久居留身分的人口。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10 華商世界∣2021∣第五十一期

國別 總人口（千人） 華人人口（千人） 華人佔當地人口比例

印尼 Indonesia 273,523.62 9,572 3.49％

泰國 Thailand 69,799.98 8,243 11.81％

馬來西亞 Malaysia 33,890 7,489 22.1％

新加坡 Singapore 5,685.81 4,225 74.31％

越南 Vietnam 97,338.58 1,197 1.23％

菲律賓 Philippine 109,581.09 1,601 1.46％

緬甸 Myanmar 54,905.43 1,958 3.57％

柬埔寨 Cambodia 16,718.97 1,112 6.65％

老撾（寮國） Laos 7,405.82 312 4.21％

汶萊 Brunei 445.14 64.5 14.5％

日本 Japan 125,836.02 1,019 0.81%

韓國 South Korea 51,780.58 119 0.23％

蒙古 Mongolia 3,278.29 19 0.58％

朝鮮 North Korea 25,929.58 5.19 0.02％

巴基斯坦 Pakistan 220,892.33 15 0.007％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34,813.87 42 0.12％

80％以上擁有外國國籍或永居身份

一、亞洲地區

海外華僑華人逾6,500萬人
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華僑經濟研究室｜調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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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千人） 華人人口（千人） 華人佔當地人口比例

美國America 329,484.12 5,568 1.69％

加拿大Canada 38,005.24 1,938 5.1％

巴西Brazil 212,559.41 340 0.16％

墨西哥Mexico 128,932.75 64 0.05％

阿根廷Argentina 45,376.76 131 0.29％

秘魯Peru 32,971.85 1,354  4.11%

巴拿馬Panama 4,314.77 161 3.73％

伯利茲Belize 397.62 11 2.82％

委內瑞拉Venezuela 28,435.94 180 0.63％

多明尼加Dominican 10,847.9 19.5 0.18％

智利Chile 19,116.21 22.9 0.12％

哥倫比亞Colombia 50,882.89 18 0.035％

薩爾瓦多Salvador 6,486.2 2.2 0.034％

瓜地馬拉Guatemala 16,858.33 20.2 0.12％

印度 India 1,388,000.44 6 0.0005％

土耳其 Turkey 83,339.07 50 0.06％

以色列 Israel 9,216.9 2.3 0.025％

斯里蘭卡 Sri Lanka 21,919 8.5 0.039％

尼泊爾 Nepal 29,136.81 42 0.14％

阿富汗 Afghanistan 38,928.34 0.6 0.002％

伊朗 Iran 83,992.91 2.5 0.003％

孟加拉 Bangladesh 164,689.38 9 0.007％

科威特 Kuwait 4,270.56 3.2 0.08％

阿曼 Oman 5,106.62 120 0.0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9,890.4 217 2.2％

其他 Others 193,557.51（註） 48.4 0.025％

合計 3,170,698.49 37,502.39 1.182%

附註：未含大中華地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台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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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總人口（千人） 華人人口（千人） 華人佔當地人口比例

奧地利Austria 8,9174.21 34.8 0.39％

捷克Czech 10,698.9 5.5 0.05％

德國Germany 83,240.53 165 0.2％

法國French 67,391.58 650 0.97％

意大利Italian 59,554.02 288.9 0.48％

比利時Belgium 11,555.99 31.2 0.27％

西班牙Spain 47,351.57 192 0.4％

瑞典Sweden 10,353.44 23 0.22％

荷蘭Netherlands 17,441.14 127 0.73％

葡萄牙Portugal 10,305.56 27.9 0.27％

芬蘭Finland 5,530.72 13.1 0.13％

匈牙利Hungary 9,749.76 32 0.33％

愛爾蘭Ireland 4,994.72 65 1.3％

波蘭Poland 37,950.8 10 0.026％

俄羅斯Russian 144,404.08 250 0.17％

瑞士Swiss 8,636.89 23 0.27％

英國England 67,215.29 544 0.81％

三、歐洲地區

宏都拉斯Honduras 9,904.61 8.2 0.08％

尼加拉瓜Nicaragua 6,624.55 12 0.18％

巴拉圭Paraguay 7,132.53 40 0.56％

巴哈馬Bahamas 393.25 0.94 0.24％

古巴Cuba 11,326.62 6.1 0.054％

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5,094.11 49 0.97％

厄瓜多Ecuador 17,643.06 31 0.17％

牙買加Jamaica 2,961.16 26 0.9％

其他Others 33,923.09 53.1 0.16％

合計 1,019,672.97 10,084.14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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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洲地區

國別 總人口（千人） 華人人口（千人） 華人佔當地人口比例

埃及Egypt 102,334.4 11.3 0.011％

奈及利亞（尼日尼亞）
Nigeria 

206,139.59 98 0.047％

賴索托Lesotho 2,142.25 5.3 0.25％

史瓦濟蘭（史瓦帝尼）
Swaziland 

1,369.12 1.3 0.1％

馬拉威Malawi 19,129.96 1.1 0.006％

模里西斯Mauritius 1,265.7 37 2.92％

南非South Africa 59,308.69 320 0.54％

留尼旺La Reunion 866.81 31 3.58％

迦納Ghana 31,072.95 15.5 0.05％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27,691.02 83 0.3％

安哥拉Angola 32,866.27 112 0.34％

肯尼亞Kenya 53,771.3 16 0.03％

蘇丹Sudan 43,849.27 8.7 0.02％

埃賽俄比亞Ethiopia 114,963.58 57 0.05％

剛果Congo 89,561.4 21 0.023％

贊比亞Zambia 18,383.96 18 0.098％

其他Others 579,805.53 84.15 0.018％

合計 1,384,521.8 920.35 0.066％

丹麥Denmark 5,831.4 15.7 0.27％

挪威Norway 5,379.48 14.5 0.27％

希臘Greece 10,715.55 21 0.2％

羅馬尼亞Romania 19,286.12 7.7 0.04％

盧森保Luxembourg 632.28 3.2 0.5％

其他Others 96,999.02 53.1 0.05％

合計 824,393.05 2,597.6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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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總人口（千人） 華人人口（千人） 華人佔當地人口比例

澳大利亞Australia 25,687.04 1,310 5.10％

紐西蘭New Zealand 5,084.3 245 4.78％

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8,947.03 16 0.18％

帛琉Palau 20 1.2 6.1％

斐濟Fiji Islands 896.44 8 0.89％

關島Guam 168.78 3 1.8％

薩摩亞Samoa 198.41 0.7 0.36％

東加（湯加）Tonga 105..69 4.6 4.4％

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 59.19 0.8 1.35％

萬那杜Vanuatu 301.7 4.5 1.5％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 686.88 1.9 0.28％

大溪地（法屬波里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

277.29 21 7.58％

其他Others 517.26 1.49 1.1％

合計 42,844.32 1,616.1 3.77％

五、大洋洲地區

參考及根據資料

1、世界銀行2021年公佈之2020年世界人口統計。
2、各國政府公佈之統計資料。
3、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指南（2020年版）。
4、華僑經濟年鑑（僑委會）
5、世界華商組織聯盟調研統計（2021年）。

五大洲華僑人口分佈

洲　別 華僑人口（千人） 百分比

亞洲  37,502.39 71.14%

美洲 10，084.14 19.13%

歐洲 2,597.6 4.93％

非洲 920.35 1.74％

大洋洲 1,616.1 3.06％

合計 52,720.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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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二十二大僑居國人數統計表

名次 國家 人數（千人） 佔全球華僑比率

1. 印尼Indonesia 9,572 18.16％

2. 泰國Thailand 8,243 15.64％

3. 馬來西亞Malaysia 7,489 14.21％

4. 美國America 5,568 10.56％

5. 新加坡Singapore 4,225 8.02％

6. 緬甸Myanmar 1,958 3.72％

7. 加拿大Canada 1,938 3.68％

8. 菲律賓Philippine 1,601 3.04％

9 秘魯Peru 1,354 2.62%

10. 澳大利亞Australia 1,310 2.49％

11 越南Vietnam 1,197 2.27％

12. 柬埔寨Cambodia 1,112 2.11％

13. 日本Japan  1,019 1.93%

14. 法國French 650 1.23％

15. 英國England 544 1.03％

16. 巴西Brazil 340 0.64％

17. 南非South Africa 320 0.61％

18. 老撾（寮國）Laos 312 0.59％

19. 意大利Italy 288 0.55％

20. 俄羅斯Russian 250 0.47％

21. 紐西蘭New Zealand 243 0.46％

2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217 0.41％

合計 49,778 94.42％

其他國家 2,942.58 5.58％

全球總計 52,720.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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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方案橫琴方案 與

為澳門及香港發展提供新機遇
中共中央一連兩日宣布粵港澳大灣區新政策，繼9月5日公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後，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

海深港合作區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展至120.56平方公里，即增加約7倍，幾乎囊括深圳西海岸
一帶。兩項新政策將為澳門及香港注入新動能，為大灣區的發展注入新動力與活力，為未來發展提

供新機遇。

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慶祝大會上指出，「要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改革開放，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

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這些重要的指導政策，在

今年一一正式公布規劃方案內容。

「橫琴方案」 高度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9月5日正式公布《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橫琴方案」），確立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四大戰略定位，包括促進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

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新高地。該方案並制定2024年、2029年、2035年

「三步走」目標，到2035年，全面彰顯「一國兩制」強大

生命力和優越性。。

這是從國家戰略全局的高度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

展的重要舉措，為澳門長遠發展拓展了空間、勾畫了藍

圖，必將為澳門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能，有力推動澳門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雙主任制，在中國大陸新區建設屬首例

位於珠江口西岸的橫琴島面積106.46平方公里，是澳

門的3倍大，與澳門僅一水一橋之隔，兩地最近處只有187

公尺。方案提出，粵澳將聯合組建橫琴合作區管理委員

會，實行雙主任制，由廣東省長和澳門特首共同擔任，這

在中國大陸新區建設中尚屬首例。

開發橫琴最早是2009年1月由時任中國大陸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在澳門會見澳門各界代表時宣布的。習近平當

時說，「這必將為澳門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和機遇，有利於

澳門經濟的長期繁榮穩定與發展。」據橫琴提供最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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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截至今年8月底，橫琴實有澳資企業超4500家，註冊

資本規模超過人民幣1,300億元，成為澳門企業在大陸集中

度最高的區域。

深度合作區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重要契機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表示，深度合作區將

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契機。他並指出，建設

深度合作區的核心任務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透

過大力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澳門經

濟發展提供新機遇。合作區將重點推動以中醫藥研發製造

為切入點的產業發展。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力四大新產業

「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成為《方

案》重點之一，涵蓋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產業、中醫

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產業、現代金融產業等

四大產業。對合作區符合條件的產業企業減按15％的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將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產業

全部納入政策範圍。

「前海方案」為香港發展提供新機會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9月6日正式公布《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簡稱「前海方

案」），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前海

方案」是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大

部署，也是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利多，將為香港發

展拓展新空間、注入新動能、提供新機會。

根據前海方案，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

展至120.56平方公里。方案指出，到2035年，高水平對外

開放體制機制更加完善，營商環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建

立健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新驅動支

撐的發展模式，建成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強、創新策源能力

強、協同發展帶動能力強的高質量發展引擎，改革創新經

驗得到廣泛推廣。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指出，「前海方案」以

「擴區」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主題，大幅擴展了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發展空間，明確提出了打造全面

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的

目標任務。

其中特別強調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豐富

協同協調發展模式，並圍繞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打造國

際一流營商環境、深化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擴大金融

業對外開放、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平等方面提出了一

系列具體舉措。

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民生福

祉的高度重視，彰顯了香港在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

所具有的突出優勢，必將為香港發展拓展新空間、注入新

動能、提供新機遇。

發揮港深兩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雙引擎」的功能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和深圳

的合作在國家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創造了獨一無二的雙

城故事，充分體現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互惠共贏

關係。「前海方案」的推出將有利於推動更高水平的港深

合作，發揮兩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雙引擎」的功能。她

強調，香港會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協助前海推動服務貿易

全面自由化、擴大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提升法律事務對外

開放水平等，同時為香港不同界別的專業人才和企業締造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林鄭月娥還提到橫琴方案，指一般認為主要是助力澳

門產業多元化，但由於港珠澳大橋拉近香港與澳門、香

港與珠海和橫琴的距離，香港國際機場與珠海機場也會進

入全面合作階段，所以橫琴方案同樣能為香港帶來很多機

遇。

「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為大灣區發展注入

新的動力與活力

自港珠澳大橋開通以來，香港、澳門及珠海的距離已

大大拉近，從「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中可以看到，

無論是橫琴，還是前海，都將通過與澳門及香港深度的融

合與發展，探索出新體制、新示範，為大灣區的發展注入

新的動力與活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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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示意圖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展至120.56平方

公里，涉及深圳寶安、南山多個片區。擴

區後的120.56平方公里除了原有的前海合

作區，還包括南側毗鄰的蛇口及大小南山

片區22.89平方公里，北側毗鄰的寶安中心

區及大鏟灣片區23.32平方公里，機場及周

邊片區30.07平方公里，會展新城及海洋新

城片區29.36平方公里。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實施範圍為橫琴島「一線」和「二線」之間的

海關監管區域，總面積約106平方公里。橫琴

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設為「一線」；橫琴與

中國大陸關境內其他地區之間設為「二線」。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120.56平方公里)

會 展 新 城 及 海 洋 新 城 片 區

(29.36平方公里)

機場及周邊片區

(30.07平方公里)

寶安中心區及大鏟灣片區

(23.32平方公里)

原有的前海合作區

(14.92平方公里)

蛇口及大小南山片區

(22.89平方公里)

橫琴口岸澳門管轄區

澳門大學橫琴校區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約106平方公里)

一線

二線
橫琴

澳門

香港

珠海

深圳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重點內容                                         2021年9月5日公布

合作區實施範圍為橫琴島「一線」和「二線」之間的海關監管區域，總面積約106平方公里。其中，橫琴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設為「一線」;橫琴

與內地之間設為「二線」。

發展促進

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的

新產業

發展科技研發和

高端製造產業

大力發展集成電路、電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生物醫藥

產業。加快構建特色芯片設計、測試和檢測的微電子產業鏈。建設人工智能協同創新生態，

打造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應用示範項目、第五代移動通信（5G）應用示範項目和下一

代互聯網產業集群。

發展中醫藥等

澳門品牌工業

建設世界一流中醫藥生產基地和創新高地，優化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發展路徑，以國

家中醫藥服務出口基地為載體，發展中醫藥服務貿易，建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中國特色的

醫藥創新研發與轉化平台。

發展文旅會展商貿產業
高水平建設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支持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在合作區大力發展休閒

度假、會議展覽、體育賽事觀光等旅遊產業和休閒養生、康復醫療等大健康產業。

發展現代金融產業 充分發揮澳門對接葡語國家的窗口作用，支持合作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

完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對合作區符合條件的產業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將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的產業全部納入政策範圍。

促進境內外人才集聚 制定吸引和集聚國際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大力吸引「高精尖缺」人才。

建設便利

澳門居民生活

就業的新家園

吸引澳門居民就業創業
允許具有澳門等境外執業資格的金融、建築、規劃、設計等領域專業人才，經備案後在合作

區提供服務，其境外從業經歷可視同境內從業經歷。

加強與澳門社會民生合作
加快推進「澳門新街坊」建設，對接澳門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等民生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體系，有效拓展澳門居民優質生活空間。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持澳門輕軌延伸至合作區與珠海城市軌道線網聯通，融入內地軌道交通網。加強合作區與珠

海機場、珠海港功能協調和產業聯動。

構建與澳門一體化

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

貨物「一線」放開、

「二線」管住

「一線」放開方面，對合作區與澳門之間經「一線」進出的貨物（過境合作區貨物除外）繼

續實施備案管理，進一步簡化申報程序和要素。「二線」管住方面，從合作區經「二線」進

入內地的免（保）稅貨物，按照進口貨物有關規定辦理海關手續，徵收關稅和進口環節稅。

人員進出高度便利

「一線」在雙方協商一致且確保安全基礎上，積極推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二

線」對人員進出不作限制，對合作區經「二線」進入內地的物品，研究制定相適應的稅收政

策，按規定進行監管。

創新跨境金融管理
加強合作區金融市場與澳門、香港離岸金融市場的聯動，探索構建電子圍網系統，推動合作

區金融市場率先高度開放。

建立高度便利的市場准入制度
實施市場准入承諾即入制，嚴格落實「非禁即入」，在「管得住」前提下，對具有強制性標

準的領域，原則上取消許可和審批，建立健全備案制度。

促進國際互聯網數據跨境安全

有序流動
在國家數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開展數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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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重點內容                                        2021年9月6日公布

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展至120.56平方公里

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創新試驗平臺

推進現代服務業

創新發展
建立健全聯通港澳、接軌國際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體制機制。

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

革創新
聚焦人工智慧、健康醫療、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聯網、能源新材料等港澳優勢領域

打造國際一流

營商環境

用好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研究制定前海合作區投資者保護條例，健全外資和民營企業權益保護

機制。

創新合作區治理模式
推進以法定機構承載部分政府區域治理職能的體制機制創新，優化法定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職能

設置和管理模式。

建設高水準

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深化與港澳

服務貿易自由化

在不危害國家安全、風險可控前提下，在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框架內，支持前海合作區對港澳擴大服務領域開放。

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

提升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視窗和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功能，支持將國家擴大金融

業對外開放的政策措施在前海合作區落地實施，在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人民幣跨境使用、

外匯管理便利化等領域先行先試。

提升法律事務

對外開放水準

在前海合作區內建設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規則

銜接。

高水準參與國際合作
健全投資保險、政策性擔保、涉外法律服務等海外投資保障機制，充分利用香港全面與國際接軌

的專業服務，支援前海合作區企業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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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地球
增溫1度，極端氣候增強7％

特別報導Special Report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第六次氣候變遷科學事實報告（IPCC-AR6）報告出爐，，
「人為導致氣候變遷，已是毫無疑問的，」不論何種排放情境，升溫1.5℃非但無法逃避，還將加
快到來，且地球升溫每增1度，極端降雨就會增強7％。此外，世界氣象組織 （WMO） 最新報告指
出，在過去 50 年中，平均每天都會發生與天氣、氣候或水災有關的災害—每天造成115人死亡及
2.02億美元的損失。在氣候變化、更多極端天氣和通報系統改進的推動下，災害數量在50年間增加
五倍。

颶
風艾達（Ida）橫掃全美，至少6州淪為汪洋澤國，

已釀成多人喪命；中國鄭州投入人民幣500億元建

設的海綿城市，也抵擋不了7月驚心動魄的特大暴雨，連

全球最乾旱地區之一的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近年也頻現洪

災。北美西部地區今年大半時間都面臨極端高溫、乾旱和

野火；希臘和土耳其的部分地區被野火蹂躪，西西里島氣

溫甚至飆到攝氏48.8度，創歐洲史上最高溫，亞洲也創下

最熱7月紀錄。

今年7月是142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月份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數據，7

月的全球陸地、海面溫度比20世紀的攝氏15.8度均溫還高

出0.9度，是142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月份，甚至打破2016

年7月創下的紀錄。

全球升溫每增1度，極端降雨就會增強7％
全球水旱災頻傳，未來這種狀況恐成家常便飯。專家

指出，氣溫上升將伴隨著地球水文循環的巨大改變，原本

潮濕的地區將變得更潮濕，原本乾旱的地區將更容易發生

嚴重旱災。最新狀況是，美國政府首度宣布西部各州主要

水源科羅拉多河面臨缺水危機，主要水庫米德湖水位降至

歷史低點。聯合國指出，全球升溫每增1度，極端降雨就

會增強7％。

倫敦大學學院災害與健康教授凱爾曼說：「氣候變遷

將使乾旱與洪災更加極端。在地中海和非洲南部等乾旱地

區，土壤濕度將下降，乾旱期將延長。季節性降雨變化料

將增加，降雨天數會減少，降雨強度也會增加。」

淹水、缺水與野火，變得更嚴重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的第六次氣候變遷

科學事實報告（IPCC-AR6）公布最新關於氣候變遷的首

份重大科學評估（Climate Change 2021），確切顯示全球

暖化速度比原本憂心的還快，而且幾乎全可歸咎於人類導

致。IPCC在報告中警告，由於全球暖化破壞地球上的水循

環，淹水、缺水與野火發生的情形，恐在世界各地變得更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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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已陷入「三高一低」的四種極端

針對氣候現況，報告明白揭示，因為「人類活動」使

得大氣、海洋和陸地變暖，讓大氣、海洋、冰凍圈、和

生物圈都引發廣泛而快速的變化。而且整個氣候系統的改

變，是近數千年中「前所未見」的。

其次，對於未來氣候現象的描繪，隨著全球水循環變

動性增加，「極端高溫、海洋熱浪、強降水」的頻率和強

度都會增加；長久以來，海洋扮演著重要吸收和儲存二氧

化碳的「碳匯能力」將變差。

此外，根據報告的風險評估，每升溫1℃，全球極端

降雨事件將增加7％，當升溫2℃時，變化將更為廣泛且明

顯，甚至不排除有冰蓋崩塌、海洋環流突然改變的「複合

極端事件」。

驚人的還有，報告揭露今日的地球已陷入「三高一

低」的四種極端，「200萬年來二氧化碳濃度最高、3000

年來海平面升速最高、2000年來冰川消退最高、1000年來

海冰面積最低。」

過去50年間，全球天災總損失達3.64兆美元
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在9月1日發表最新調查報告顯示，全球在過去50

年間，由氣候變化引發的洪水和熱浪等災害數量增加五

倍，共造成超過200萬人死亡，總損失達3.64兆美元。 

有史以來最完整的極端氣候事件報告分析

聯合國轄下的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地球升溫情境模擬，從升高1度到4度情況差異。無論哪種排放情況，全球地表將持續增溫至少到本世紀中。除非在幾十年內大幅減少二氧化
碳及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否則全球暖化幅度將在21世紀超過1.5℃及2.0℃。 擷取自IPCC報告

地球升溫情境模擬，從升高1度到4度情況差異隨著全球變暖的不斷增大，

區域平均氣溫、降水量和土壤水分的變化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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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WMO）依據1797年至2019年間緊急事件數

據庫（the 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EM-DAT）的災害

數據，彙整一份完整的報告「WMO天氣、氣候和水極端

事件造成的死亡率和經濟損失地圖集（1970∼2019 年）

（Wmo Atlas of Moreality and Economit Losses From Weather, 

Climate and Water Extremes（1970∼2019）」，這是對有史

以來天氣、水文和氣候極端事件造成的死亡率和經濟損失

的最全面審查。

WMO調查1979年至2019年間發生的約1.1萬例自然災

害，其中包括衣索比亞1983年造成30萬人死亡的乾旱，以

及2005年造成1636.1億美元損失的颶風卡崔娜（Hurricane 

Katrina）等。

平均每天發生2.02億美元的損失
報告指出，災害發生呈加速趨勢，從1970年代到最近

十年，災害數量增加近五倍，進一步顯示極端天氣事件因

全球變暖而變得更加頻繁。這些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亦從

1970年代的1,754億美元，飆升至2010年代的1.38兆美元。

在經濟損失方面，排名前十的事件包括風暴（5210 億

美元）和洪水（1150 億美元）。

在這 50 年期間，平均每天發生 2.02 億美元的損失。

從 1970 年代到 2010 年代，經濟損失增加了七倍。2010-

2019 年報告的損失（過去十年平均每天 3.83 億美元）是 

1970-1979 年報告的損失（4900 萬美元）的七倍。風暴是

造成破壞的最普遍原因，造成全球最大的經濟損失。它是

唯一導致歸因部分不斷增加的危害。 

2017 年發生的損失最慘重的 10 場災害中的三場發生

在 2017 年：颶風哈維（969 億美元）、瑪麗亞（694 億美

元）和艾爾瑪（582 億美元）。僅這三場颶風就佔了 1970 

年至 2019 年全球前 10 大災害總經濟損失的 35％。

由於地球暖化，極端天氣事件正變得更加頻繁。世界

氣象組織將此種更加頻繁的情形，歸因於氣候變遷以及獲

得改善的天災通報系統。

災害預警系統和救援規劃具成效

報告同時提到，每年災害導致的死亡人數已從1970年

代的5萬多，下降到2010年代的約1.8萬，死亡人數減少了

近三倍，反映更好的災害預警系統和救援規劃取得成效。

在200萬死亡人數中，有91％以上都是來自發展中國家，

並指出WMO的193個成員中，只有一半擁有複合性災害預

警系統。報告中說，各國在天氣觀測方面存在嚴重落差，

尤其在非洲，這破壞了預警系統的準確度。

按危害分列的災害和影響分佈

全球44％ 的災害與洪水有關（河流洪水為 24％，一

般洪水為 14％），17％ 與熱帶氣旋有關。

熱帶氣旋和乾旱是造成人員損失最普遍的災害，分

別佔 1970 年至 2019 年與災害相關死亡人數的 38％ 和 

34％。在經濟損失方面，38％與熱帶氣旋有關，而不同類

型的洪水佔31％，河流洪水（20％）、一般洪水（8％）

和山洪暴發（3％）。

排名前十的災害造成的死亡和經濟損失

報告顯示，排名前十的災害中導致人員傷亡最嚴重

的災害是乾旱（65萬多人死亡）、風暴（57.7萬多人死

亡）、洪水（5.87萬多人死亡）和極端溫度（5.57萬多人

死亡）。

同時，死亡人數從20世紀70年代的每年5萬多人到21

世紀10年代已下降到每年不到2萬人，其中超過91％的死

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亞洲前十大災害占該區死亡人數70％及經濟損失22％
從區域看的話，在亞洲，1970∼2019年共記錄了3454

起災害，其中有97萬多人喪生，報告的經濟損失為1.2兆美

元。在全球報告與天氣、氣候和水患有關的災害中，亞洲

來源：WMO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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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近三分之一（31％），死亡人數占了近一半（47％）

和相關經濟損失占了三分之一（31％）。

其中，風暴造成的人員傷亡最嚴重，占死亡人數的

72％；而洪水造成的經濟損失最大，占57％。

亞洲有記錄的前十大災害占該地區所報告死亡人數的

70％及經濟損失的22％。

世界氣象組織希望，這份報告能被用來幫助各國政

府，研發出更妥善保護人民的政策。但這份報告也警告各

國的天氣與水文觀察系統存在「嚴重差距」，特別是在非

洲、部分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及加勒比海島國，使得預

警準確性大打折扣。

全球極端天氣頻繁，上半年災害損失逾2兆美元
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表示，今年上半年自然

和人為災害所造成的經濟總損失估計達770億美元。瑞士

再保表示，美國冬季風暴烏里（Uri）以及德國和鄰國6月

風暴等惡劣天候事件，推高了經濟損失。

瑞士再保災難部主任貝爾托格（Martin Bertogg）說：

「氣候變遷的效應使氣溫上升、海平面升高、降雨更不穩

定和極端天候更為嚴重。」770億美元的經濟總損失低於

去年上半年的1140億美元，也比10年均值1080億美元低。

進入下半年，7月歐洲

和中國發生嚴重洪災，帶

來財產和人命損失。在此同

時，土耳其、希臘和義大利

紛紛出現極端高溫引燃的野

火，預期將帶來進一步損

失。

無聲殺手，命名極端熱

浪有助於防止死亡

自6月以來，希臘經歷

了兩個異常漫長而酷熱的時

期。8月初，希臘北部的氣

溫達到了47.1攝氏度，打破

了該國有史以來的最高氣溫

記錄。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草案警告說，整個地中海地

區的變暖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20％ 左右。

因此，希臘專家希望開始以類似於風暴的方式命名和

排列熱浪。雅典國家天文台認為，此舉將有助於公眾和官

員更好地了解極端天氣事件帶來的風險。天文台研究主任

科斯塔斯·拉古瓦多斯博士說，命名熱浪可以作為一種預防

措施，幫助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裝備。

8月時，希臘總理Kyriakos Mistotakis表示，前所未有的

情況「將整個國家變成了火藥桶」。在一周的時間裡，近

600場野火肆虐，消防員與大火搏鬥，導致數千人撤離家

園。雅典已經是歐洲大陸最熱的大都市，預計未來將遭受

極端高溫和乾旱的嚴重影響。

希臘的高溫長Eleni Myrivili表示，根據嚴重程度對熱

浪進行命名和分類將有助於人們更好地了解它們及其帶來

的危險。熱量是無聲殺手，它會悄悄地向你襲來。它正在

悄悄地殺死一些不習慣如此高溫地方的人。如果它有名

字、標籤、媒體報導，那麼人們就會關注它。

大家都不是局外人

要面對未來氣候變遷帶來的劇烈天氣，什麼都變得可

能，大家都不是局外人，做好因應的準備。華

亞洲有紀錄之災害及相關經濟損失(1970-2019)
資料來源：WMO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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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狂潮
全球基礎建設狂潮來臨。

美盛投顧預測到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資產將增長124％並超過110兆美元水準。鐵公

機（鐵路、公路、機場）的需求將會持續擴大。全球基礎建設中心（GIH）的報告指出，

隨著人口數量增長、以及城鎮持續發展，到了2040年時，全球的基礎建設投入需求將會

達到94兆美元。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 （WEF）2019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美國總體競爭力排名第

二，但在基礎設施部分則逐年下滑至第13名。至於中國總體排名為第28位，基礎設施排

名則上升為第36名。

隨著中美兩國將競爭項目，從高科技進入基礎建設的領域，基礎建設就成為爭奪

全球霸主地位的關鍵因素。美國打出基礎設施建設計畫的口號，中國則有「十四五」規

劃，其中的重中之重，則是「新型基礎建設（新基建）」的戰略。

美國總統拜登積極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IIJA）》，表明在此百年一遇

的投資歷史時刻，如果不做，我們承擔不了後果。但也別忽視中國以高效率的「中國速

度」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基礎建設之完工速度甚至有「基建狂魔」的稱號。



全
球基礎建設狂潮來臨。自新冠疫情襲擊全球造成各

國經濟震盪後，基礎設施投資就成為推動經濟成長

的長期引擎，也是推動科技進步與調整各國未來政策發展

的重要規劃。因此，基於經濟、社會、政治上的種種理

由，各國政府非常重視基礎建設投資，以期能振興國家經

濟及維持國家重要關鍵產業。

這兩年來，各國藉由基礎建設的規劃與投資，積極佈

局國家大未來。從2020年中國《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著

重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歐盟推出綠色

基礎設施的「下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綠色新

政、韓國推出的「韓國版新政」（Korean New Deal），到

2021年，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的印度基礎

建設計畫（Gati Shakti）、美國在G7峰會倡議「重建更好

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全球基礎

建設計畫以及歐盟的全球基礎設施「歐盟全球連結」（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戰略計畫，到美國參議院於8

月通過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IIJA） 」。各國不約而同推出基

礎建設方案，不僅期盼由政府帶頭投資，有助經濟活動早

點步出因疫情受創的陰霾，也藉此加強國家體質。

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資產將超過110兆美元
美盛投顧就曾預測，隨著人口快速成長和各國政府大

力推動經濟發展，基礎建設的需求日益增加。預期2050年

全球人口將增長到100億，到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資產將

增長124％並超過110兆美元水準。鐵公機（鐵路、公路、

機場）的需求將會持續擴大。

此外，根據全球基礎建設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GIH）的報告指出，隨著人口數量增長、以及城鎮持

續發展，到了2040年時，全球的基礎建設投入需求將會達

到94兆美元。

美國過去10年基礎設施投資比實際需要少近1.1兆美元
依據 Statista 於2019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新加坡在整體

基礎設施方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美國排名第 13，中國排

名第36。Statista所統計的基礎設施投資是指網絡化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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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包括交通、水、電力和電信系統。此外， 預計

中國在2017年至2035年間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最多，總額將

超過23.6兆美元。

Statista報告估計，以美國為例，2010-2020年基礎設施

投資比實際需要少近1.1兆美元，其中水陸交通是資金最匱

乏的領域。道路品質是一個國家生產力、安全和滿意度的

重要因素。由於各種原因每天都在使用道路，而為了建設

和維護道路，政府的成本往往很高。糟糕的道路質量也可

能導致潛在的事故和粗心大意。道路傷害是全球十大死亡

原因之一，僅在美國 2019 年就有 40,999 人喪生。

中美兩國．施政重心在基礎建設

中美兩國競爭的項目，從高科技進入基礎建設的領

域。位處太平洋兩端的世界第一大國與第二大國，皆把未

來的施政重心放在基礎建設。

美國打出基礎設施建設計畫的口號，中國則有

「十四五」規劃，其中的重中之重，則是「新型基礎建設

（新基建）」的戰略。

中國「十四五」規劃，「新基建」強調科技自主

中國自1953年起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長期規劃，

每五年規劃一次。歷屆「五年計畫」的實施與執行，讓中

國實現從自行車到高鐵的跨越式驚人發展，且中國基礎設

施質量在全球排名晉升到第36名（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全

球競爭力報告）。

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全球第一，中國以

高效率的「中國速度」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基礎建設之完

工速度甚至有「基建狂魔」的稱號。連美國前任總統特朗

普在入主白宮時也曾強調中國的基礎設施，他在2016年的

一次集會上表示：「他們的大橋讓人難以置信。」

由於中美貿易爭議及疫情之影響，今年開始的第十四

個五年計畫（十四五，2021∼2025），以科技自主的「新

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做為後疫情時代振興經濟之

主力。「新基建」以5G網路、AI、工業互聯網、物聯網、

數據中心、雲計算、固定寬頻、傳統基礎設施數位化智慧

化升級等重點領域投資，總規模達17.5兆人民幣，由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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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業鏈上下游產業規模增加約2.8兆人民幣。透過「新

基建」，中國將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打造一個強國體

質。（有關中國新基建內容，請參考《華商世界》雜誌第

46期《新基建‧提升中國數位競爭力》一文）

美國基礎設施評分為「C-」
相較於中國的計畫性發展，美國基礎建設的老舊就令

人感嘆。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快速發展經濟、太空、軍

武、科技，在全球獨占鰲頭，唯獨本土的鐵路系統老舊，

美國至今尚未有一條高速鐵路。

美國各地的公共建設囿於經費不足，老舊、過時、年

久失修的現象為人詬病多年，美國每年基礎建設支出占

比，從1950年代超過4％的高峰後便下滑，至2019年僅占

2.7％，顯示各項基礎建設都存在高度安全隱憂，維修優化

迫在眉睫。

今年3月，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發佈評估報告，美國基礎設施的評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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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這一評分意味著總體上處在平庸水平，一些領域

有重大缺陷。即便如此，這已達到美國20年來的最高得

分。超過4.5萬座橋樑處於「糟糕」狀態，43％道路當前狀

況欠佳或不夠好；另外，還有超過15％的廢水處理系統超

過它們的設計容積，許多水庫也出現問題。導致美國每戶

家庭耗在維修、燃料和流失生產力的平均成本約3,300美

元，且要解決橋梁道路年久未修就要花7860億元。因公路

狀態不佳導致交通阻塞讓上班族每年通勤時間平均增加了

54小時。過去這個冬季，德克薩斯州在極端寒冷天氣中遭

遇長時間大面積停電，使得基礎設施問題再次甚囂塵上。

美國基礎建設老舊，全球排名下降至第13名
由於美國多年來一直忽視老化的基礎設施，因此，拜

登政府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需要增加投資以應對新的挑

戰，譬如開發新的數位基礎設施或達到新的環境目標，而

另一方面還要彌補過去對基建投資的疏忽。

美國總統拜登在3月25日，首次總統新聞發布會上向

美國基礎建設世界排名在2019年已降至第13名
美國基建方面相較2002年的世界排名第5名，已下降至2019年第13位。雖然美國在國家整體競爭力全球第2名的優勢
領先之下，仍應儘速改善自身的基礎建設品質及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



記者們表示：中國的基建投資是美國的三倍，而美國在基

建方面相較2002年的世界排名第5名，已下降至2019年第

13位。美國基礎建設排名在近二十年間逐漸下降，再次印

證美國在國家整體競爭力全球第2名的優勢領先之下，儘

速改善自身的基礎建設品質及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對於

維持美國國力的重要性及急迫性。

新加坡基礎建設．全球排名第一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 （WEF）2019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

報告，新加坡以84.8分高居榜首，在基礎建設部分也高踞

第一名。美國總體競爭力排名第二，在基礎設施部分則排

名第13名。至於中國總體排名為第28位，基礎設施排名則

為第36。

「百年一遇」 美國通過歷史性基礎建設法案
美國參議院在8月10日通過規模約1兆美元《基礎設施

投資和就業法（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IIJA）》，來修繕全美道路、橋梁和提升寬頻網路設施等

基礎施設，堪稱2009年以來最有實質的政府開支方案，用

在建設道路橋梁等運輸系統、對抗氣候變遷、強化公用設

施不足的社區、消除數位鴻溝，琳瑯滿目的各施政項目將

觸及國人生活幾乎各個面向。

在這項耗費鉅資的計畫中，包括4500億美元先前已批

准的支出，以及5500億美元新增支出，其中內容包括：

1100億美元用於高速公路；660億美元用於鐵路；650億美

元用於擴大寬帶網絡建設；550億美元用於更換鉛管，提

供清潔飲水；420億美元用於機場和港口；400億美元用於

維修橋樑；75億美元用於電動車充電站；210億美元用於

清潔舊礦產地和油田上的土地和地下水。

美國疫情下經濟的「強心針」

這項基礎建設法案尚待眾議院通過方可交由總統簽字

生效。當完成立法後將成為美國數十年來在道路、橋樑、

機場和水利工程方面規模最大的投資。美國可望在建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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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礎設施質世界排名在2019年晉升到第36名
中國在國家整體競爭力全球第28名，歷經多次「五年計畫」的實施與執行，讓中國實現從自行車到高鐵的跨越式驚
人發展，中國的基礎設施質量在全球排名晉升到第36名。

資料來源：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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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使用費、對化學品徵收「超級基金」稅，以及5G頻譜

拍賣收益等。

中國在基建支出比例是美國三倍

中美國國的競爭，從高科技進入基礎建設的領域。美

國祭出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中國則有「十四五」規劃，重

中之重是新基建的戰略。兩國在基礎建設的投資，美國計

畫在8年投資1.2兆美元，中國則是5年投入10兆人民幣。

相對中國而言，美國的基礎建設顯得落後得多。國家

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2020年在基礎設施的支出約為8兆

元，同期美國聯邦支出為1460億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48個成員及觀察員國家裡，2018年基建支出占國內生產總

值（GDP）的百分比，中國以5.57％列為第一，美國僅為

0.52％。但中國沒有放慢腳步，2021年的預算裡，光用於

發展新基礎設施項目的撥款就達940億美元，更遑論其他

了。

依據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數據顯示，美國在基礎建設的支出占GDP的

2.4％，而中國為8％。這就是拜登強調的，中國在基建上

的支出比例是美國的三倍。

此外，相比中美在傳統基建方面，中國從2015到2020

年將鐵路系統增長了21％，達到9萬1千英里，計劃到2035

年再鋪建3萬1千英里的鐵路線。按此速度，中國將在這

礎建設的過程中，達到優化交通網絡、建置永續環境、對

抗極端氣候災害之多元目標，間接創造就業機會之餘，也

為疫後復甦打了一劑「強心針」。

依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在7月29日公布

的數據顯示，從2019年第四季度的峰值到2020年第二季

度，美國經濟創紀錄萎縮了19.2％，證實了新冠疫情衰退

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2020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美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以18.3％的歷史性平均增速反彈。

過去兩年來，新冠疫情對美國經濟打擊巨大，復甦速度也

同樣迅速，背後也要歸功於大規模刺激計劃。

正如美國總統拜登在推特（Twitter）寫道，這份法案

代表「對我國基礎建設歷史性、百年一遇的投資（once-in-

a-generation）。如果不做，我們承擔不了後果」。

美國基建法案新支出所需的財源

拜登總統表示，基建案將為美國帶來數百萬個工作機

會，並帶來數兆美元的經濟成長。但錢從哪裡來? 根據美

國白宮發布的一份清單，這些支出將透過重新規劃現有

的聯邦資金、公私合作以及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U.S., 簡稱IRS）加強執法所獲得的收入來支付。目

前協議出的主要財源包括：縮減「租稅缺口」，即美國國

稅局（IRS）應收稅款與實際收獲的落差；將未用到的聯

邦失業補助、防疫紓困等資金，變更用途，另外還有延長

美國基建法案5500億美元新增支出主要內容

項目 金額

道路、橋梁等大型計畫 1100億美元

客運及貨運鐵路 660億美元

寬頻基礎建設 650億美元

汰換鉛製水管等水利基礎設施 550億美元

公共運輸 392億美元

順應新環境－包括減輕洪患及野火、生態系統

復原、氣候及網際網路安全等 
472億美元

包括充電站在內的電動車基礎建設 75億美元

解決先前遺留下來的汙染問題，包括清理曾因
開發造成汙染的地帶，回收廢棄礦場和土地、
封填無人看管的油井和天然氣井 

210億美元

機場、港口和水路 420億美元

電力基礎設施（化石燃料轉向清潔能源） 730 億美元

資料來源：彙整網路資訊

美國基建法案	新支出所需財源

根據國會無黨派聯合稅務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和國

會預算處（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估計，這項計畫有數個為支出

提供資金的提議，包括從下列項目及未來10年從各項目中獲得的財政

收益。

項目 金額

未動用的COVID-19紓困基金再利用 2100億美元

未來頻譜拍賣銷售額及2021年2月C頻段頻譜拍賣

的收益
870億美元

經濟成長 560億美元

部分州的失業保險基金收益 530億美元

展延聯邦醫療保險D部分（Medicare Part D）的返款

規則
510億美元

要求加密貨幣平台交出交易紀錄以追討稅款 280億美元

恢復超級基金（Superfund）費用徵收（超級基金是

用於清理危險廢棄物場所，以及處理事故溢出物或

其他污染源排至環境等）

145億美元

資料來源：路透社整理



個世紀的中期，超過美國16萬1千英里的鐵路系統的總長

度。

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計劃投入1100億用於道路、橋樑

和其他主要項目。但中國計劃到2035年將其高速公路系統

增長47％，使高速公路總長度達到12萬4千英里，超過美

國目前的9萬8千英里的高速公路總長度。

美國的法案將投入250億美元用於現有機場的維修和

升級。而中國當局宣佈到2035年前將興建162個新機場。

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還將支出650億用於興建全國高速寬

頻，解決目前美國城鄉寬頻差距的問題。而中國官媒2019

年表示，中國98％的農村地區已經有光纖或4G寬頻網際網

路服務。

不可輕忽的中國基建狂潮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中國擁有至少有100萬

座橋樑，也包括大部分世界最高的橋樑。在世界100座最

高摩天大樓中，49座在中國。

此外，比爾·蓋茲（Bill Gates） 2014年還提及一個數

據。中國此前三年使用的水泥，比美國整個20世紀使用的

水泥還要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生產

的水泥遠遠超過22億噸，若根據蓋茲引用的估測數據，美

國在截至2000年的100年間使用了45億噸水泥。根據國際

鋼鐵協會（World Steel Association）的數據，中國鋼鐵產量

超過了世界的一半，去年的鋼鐵產量是美國的14倍。

此外，中國的高鐵全長達23,550英里，可以在紐約和

洛杉磯之間往返四個來回，北京計劃到2025年時將高鐵總

長增加30％。中國正為在北京附近舉辦的冬奧會和西藏地

區籌備新的鐵路線路。中國自2004年開始建設高鐵，西藏

是最後一個開通高鐵的地區。

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官方檔案顯示，1991年上

海官員曾邀請世界銀行的城市規劃師來考察當地修建地鐵

的可行性，考慮到上海處於長江流域，世行的規劃師認為

海處於長江流域，不適合修建地鐵，建議普及公交出行。

但30年後的今天，上海地鐵已成為全球裡程最長、最繁忙

的地鐵系統之一，每天運送乘客超過1,000萬人次。中國已

有數十個城市紛紛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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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國際基建計畫將與美聯手．抗衡中國一帶一路

自從2013年以來，中國已在60多個國家啟動建設項

目，尋求與東南亞、中亞、中東、歐洲和非洲的陸海聯繫

網絡。美國及歐盟懷疑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將通過基

礎設施將歐洲與亞洲連接起來，並藉此獲得更大的影響

力。

為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美國6月在G7（七大工業

國集團）峰會倡議「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的全球基礎建設計畫，並獲其它G7成

員國支持。

「重建更好世界」計劃將在中低收入國家大舉投資基

礎建設，被視為西方民主聯盟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替

代品。依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華府將透過600億美元資本

的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投資包括5G電信、港

口乃至疫苗等海外基建。

此外，歐盟7月也通過一項連接歐洲與世界的全球

基礎設施的「歐盟全球連結」（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的戰略計畫，強調目的是推進歐洲經濟、外交發

展及利益，並促進歐洲價值觀。項目則放眼全球範圍內有

重大影響力的項目，並鼓勵民營部門參與，加強所有利益

相關者之間的合作。

「歐盟全球連結」呼籲建立更多夥伴關係與合作，包

括與東協和美國。目前歐盟雖通過「歐盟全球連結」，但

更多細節尚待公布，歐盟盼在2022春季前與各方進一步討

論。

歐盟外長呼籲歐盟委員會鼓勵私營企業投資，並最遲

在明年3月提交一份基礎建設項目清單。有關項目應「有

較大效應和可見度」，例如鐵路線和港口擴建，亞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的數據傳輸和電力網線等。

基礎設施和科技進步．決定國家競爭力

基礎設施和科技進步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兩個

基本要素。任何國家的基礎建設政策都是在規劃未來。

在爭奪全球霸主地位時候，佈局基礎建設已是絕對的關鍵

因素，無論是未來的國家競爭力，還是奠基未來的經濟成

長。華



全
球半導體供應鏈遭遇極大的挑戰，從中美貿易爭

議、新冠肺炎疫情，到晶片嚴重短缺，大大衝擊全

球供應鏈，也暴露出各國供應鏈依賴程度的危機感。

扶植「在地自建」為主的半導體競賽

各國政府開始聚焦「扶植在地自建半導體」的意識

感，紛紛推出激勵半導體產業發展，在研發投資、租稅優

惠、建廠補助等方面制定政策，計劃對半導體挹注數十億

半導體產業是高度分工的產業，各國、各企業發揮各自功能，半導體技術因而蓬勃發展。但為

了避免地緣政治與供應鏈斷鏈的風險，各國開始自建半導體供應鏈。隨著中國、美國、韓國、歐盟

推進半導體產業建設，全球圍繞半導體的競爭逐漸升溫。

美元的資金，投資建置新的晶片廠以及投入研發，以強化

半導體供應鏈、並加強自主性。無論是中國、美國、韓

國、台灣、歐盟，都紛紛加碼，凸顯了掌握半導體在現代

經濟的重要性。一場扶植「在地自建」為主的半導體競賽

正在拉開序幕。

75％半導體製造產能集中在大中華區與東亞
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波士頓諮詢集團 （BCG）

在今年4月提出的《在不確定年代強化全球半導體供應

鏈》（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報告指出，地理區域專業化（geographic 

specialization）已經形成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弱點。例

如，在半導體價值鏈上有超過50個「點」（即不同技術/產

品項目），其中某個單一區域的全球市佔率可達65％；很

有可能發生單一個點因天災、基礎設施停擺、國際衝突等

等因素而失能，導致重要晶片的供應嚴重中斷。像是有大

約75％的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集中於大中華區與東亞，這

個區域卻極易受到地震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

3年、3,500億美元投資，才能取代台灣晶圓代工
業者產能

目前全球100％最先進半導體製程（10奈米以下）產

能都在台灣（92％）與韓國（8％），這些先進晶片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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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自建半導體供應鏈
的需求與風險



國的經濟、國防安全以及關鍵基礎設施都非常重要。一個

假設的極端情況是，若台灣的晶圓代工業者永久完全供應

中斷，將需要花至少3年時間、3,500億美元的投資，才能

建立足夠因應全球各地需求、取代台灣晶圓代工業者的產

能。

SI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ohn Neuffer 表示：全球半導體

短缺清楚地提醒我們存在供應鏈中斷的風險，以及美國政

府需要迅速採取行動投資國內晶片製造和研究。

美國晶圓產能占比自37％滑落至今12％
美國政府6月8日公布一份全新的美國《供應鏈安全

報告》，報告提及，過去因為過度重視成本與效率，導

致長期忽視製造業發展，美國晶圓產能占比自 1990 年的 

37％，一路滑落至今的12％，全球有高達8成的產能集中

在亞洲；尤其「台灣」角色也被凸顯，強調一旦台灣中斷

生產，將造成全球高達 5000 億美元的損失。

報告提議，一方面鼓勵如英特爾等本土業者全力發展

製程技術，推動晶圓代工事業，另一方面也鼓勵台灣、韓

國把部分產能移往美國，藉以滿足當地客戶的需求，同時

培養當地的供應鏈。總結目標，希望美國半導體產能的全

球占比，能從2021年的12％，提高到2027年的24％。

未來5～10年，全球半導體領域投入至少1.5兆美元
中國的半導體計畫已制定於「十四五」計畫中，美

國、韓國、歐盟、日本也在2021年第二季陸續公佈全新半

導體戰略。據初步統計，在未來5∼10年內，全球會在半

導體領域投入至少1.5兆美元。

在這波全球半導體擴產潮中，除英特爾將擴大在美投

資外，台積電、三星也已都將赴美設廠；此外，台灣、韓

國、日本甚至是歐洲也都有各自龐大的擴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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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HAIN ACTIVITIES WHERE ONE SINGLE REGION ACCOUNTS FOR ~65% OR MORE OF GLOBAL SHARE1

MANUFACTURING

DESIGN

EDA & Core IP Equipment & Tools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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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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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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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

IP (Arm architecture)

23 equipment types
i.e. doping, process control

12 equipment types
i.e. photoresis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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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EUV lith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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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sub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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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 Design, EDA & Core IP, Equipment & Tools and Raw Materials: global share measured as % of revenues, based on company headquarter location. For Manufacturing (both Fron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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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BCG analysis with data from Gartner, SEMI, UBS; SPE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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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歐洲

日本

南韓

台灣

中國

其他

美國產能占比逐年下滑
中國卻逆勢成長

註：2020（含）後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滾滾長江東逝水

地理區域專業化已經形成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弱點

圖為不同區域的半導體價值鏈活動分佈情況。在半導體價值鏈上有超過50個「點」(即不同技術/產品項目)，其中某個單一區域的全球市佔率可達65%；很有可能

發生單一個點因天災、基礎設施停擺、國際衝突等等因素而失能，導致重要晶片的供應嚴重中斷。例如，全球約75%的半導體製造能力集中在中國和東亞，該地

區嚴重受到地震活動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此外，目前全球100%最先進（10納米以下）半導體製造能力位於台灣（92%）和韓國（8%）。這些先進的晶

片對美國經濟、國家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至關重要。       資料來源：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波士頓諮詢集團 (BCG)報告



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已進入新階段，與過去強調更

經濟的「全球分工合作」不同，現在大家重點聚焦於半導

體全產業鏈的建設。

 

中國半導體的主要發展項目，「第三代半導體」

中國已將晶片製造技術提升到國家戰略地位，「2030

計畫」和「十四五」規劃明確將第三代半導體列為重點

發展方向。計畫在2021∼2025年期間，在教育、科研、開

發、融資、應用等各方面，投注人民幣10兆元大力支持發

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發展。按照計畫，中國今年本土晶片

供應占比將提升至40％，到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規

劃期間，將進一步提升至70％。「十三五」期間中國半導

體年均成長幅度約 20％，是全球同期的四倍。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多用在5G基地台、快速充電以及電

動車、軌道交通等產品上。由中國科技部、工信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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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機構、大專院校、龍頭企業發起籌建的「第三代半導

體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CASA），於今年6月發布的

「第三代半導體產業發展報告2020」白皮書顯示，去年中

國大陸第三代半導體整體產值超過人民幣7,100億元。

各地半導體產業計畫規模
單位：億美元 歐盟	

1,770

美國	

500

印度	

10

韓國	

4,500

日本	

18.3
台灣	

1,000

註：印度為每家業者可獲印度政府至少10億美元獎勵。	
資料來源：綜合外電報導							製表/編輯整理	經濟日報

中國第三代半導體概況

投資金額

人民幣10兆元

主要應用產品
使用碳化矽（SiC）和氮化鎵
（GaN）新材料的第三代半
導體多用在5G基地台、快速
充電以及電動車、軌道交通
等產品。

主要擴產業者
中芯國際、韋爾股份、卓勝
微、泰科天潤、三安光電、
英諾賽科、聞泰科技、滑潤
微、兆易創新、中環股份等

市場規模

人民幣7,100億元

中國大陸	

14,000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進口國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進口國。海關數據顯示，中

國去年購買超過3,000億美元外國製造的晶片。

中國近年力推半導體自主化，從華為旗下海思，到小

米、OPPO、vivo等品牌，以及阿里、騰訊等網路巨擘都投

入晶片研發。依據標普全球市場財智（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中國半導體企業通

過首次公開募股（IPO）、私募籌資和資產出售等方式，

已籌集了近380億美元的資金，是去年總額的兩倍多。

美國《創新暨競爭法案》，5年投資520億美元
6月，美國白宮公佈關鍵產品供應鏈風險評估報告，

在這份評估報告中，白宮表露出對美國半導體過度依賴其

他國家或地區供應商的擔憂。例如，美國的前瞻邏輯晶片

主要依靠台灣，成熟節點晶片需求主要依賴台灣、韓國和

中國大陸，美國的封測主要依賴亞洲的企業。

接著，美國參議院6月8日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暨競

爭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USICA”）》，將投資半導體產業520億美元以及

國家科學基金會的810億美元，目標是在5年內大幅提升美

國的晶片生產、研發能力。

520億美元的資金包括：390億美元的生產和研發資

金、105億美元的專案實施資金，以及15億美元的緊急融

資，即替換掉華為和中興通訊的設備，以加快發展美國運

營商支持的開放式無線接入網。

根據美國半導體協會（SIA）調查與定下的策略目

標，目前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大約貢獻全球總量12％，希望

在2027年時能倍增到24％。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美國政府將投資1,500億美元，

興建7∼10座晶圓廠。報告也提議，扶植本地業者，並鼓

勵台、韓產能移往美國，藉以滿足當地客戶的需求，同時

培養當地的供應鏈。因此，美國積極以建廠補助，吸引三

星、台積電和英特爾建廠。

英特爾已宣布將於美國亞利桑那州新建2座12吋晶圓

廠，預計2024年導入量產。此舉也有助於吸引上下游供應

鏈業者，建立當地的半導體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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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投入1,000億美元，三年在美國設立新晶圓廠
台灣已站穩先進半導製造、封測世界第一的地位。在

美國積極發展的前瞻性半導體研究，台積電也參與其中，

布局未來五至十年後的新技術領域。

台積電近幾年已經成為全球最關鍵的半導體企業，市

值約為5,500億美元，躋身全球第11大企業的行列。英國研

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指出，全球92％的先進晶片都是

由台積電製造，剩餘的才由三星生產。目前全球約有14個

手機處理器是由台積電所生產。

台積電目前宣布將投入1,000億美元，於未來三年在美

國設立新晶圓廠。台積電計劃擴大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投

資設廠計畫，將會建造六間工廠。此外，台積電近日也選

定在台灣高雄打造7奈米另一生產重鎮。

台積電先進製程集中在台灣及美國亞利桑那州廠，研

判台積電在日本的晶圓廠，將會以成熟製程的28奈米為

主，與台積電另一個28奈米製程重鎮南京，和台灣的南科

14廠，形成緊密的車用晶片區域供應鏈。此外，台積電海

外車用晶片布局，重心集中在中國南京、日本熊本，德國

是一個考慮設廠地點，後續就看日本及德國政府提出什麼

誘因。

歐盟「2030數位羅盤」計畫生產全球20％高階半導體
為減少對亞洲的依賴，歐洲也努力打造自己的半導體

產業鏈。歐洲晶片市占率低，也與半導體廠商將業務外包

有關，2015年還有2/3的晶片在歐洲本地生產，到了去年只

剩下55％。

歐盟在9月提出「歐洲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共同創造先進的歐洲晶片製造「生態系統」，使

歐盟的半導體製造產業維持競爭力，並做到自給自足。並

推出「2030數位羅盤」計畫，希望到21世紀20年代末，能

生產全球20％的半導體尖端半導體。

歐盟主導產業政策的執行委員布勒東，則已分別與英

特爾、台積電及三星電子等半導體大廠的主管討論，希望

爭取這些業者到歐洲設廠，且傳已備妥上百億歐元的補助

措施。

英特爾計畫在歐洲興建兩座晶片工廠，之後將總共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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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座，十年內總投資額提高到約八百億歐元。蘋果因應歐

洲推動半導體發展，進而在德國建立晶片設計中心。

韓國「K-半導體戰略」10年投資約4,500億美元
韓 國 政 府 在 5 月 發 佈 了 「 K - 半 導 體 戰 略

（K-Semiconductor Strategy）」，依照韓國總統文在寅為

半導體產業發展規劃的國家藍圖，三星電子與SK海力士

到2030年為止，將帶領投資超過510兆韓元（約4,500億美

元）於半導體研發。韓國「半導體國家隊」由153家公司

組成，在韓國國內建立全球最大的晶片製造基地，保衛攸

關國家經濟命脈的最重要產業。

此外，因應全球半導體競爭，韓國司法部宣布三星電

子副董事長李在鎔假釋出獄。三星為全球最大記憶體晶片

及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三星現下的首要之務是敲定美國投

資案。為了與台積電和Intel等半導體巨頭競爭，三星有意

赴美建造新的晶圓廠，但至今連設廠地點仍未能定案。相

較之下，全球最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近日透露，未來3年

將投資1,000億美元進行產能擴張。

此外，三星近來著手鞏固國內晶片供應鏈。三星電子

近來大舉投資一批中型公司，力圖在韓國境內布建一個由

設備廠與原料供應廠組成的晶片供應鏈網絡，設法在日韓

貿易衝突及美中貿易角力之際，降低海外曝險。

2019年7月，日本對銷往韓國的部分晶片製造材料限

制出口，讓韓國企業覺醒到依賴日本的風險。韓國總統文

在寅於是致力推動晶片材料、零件和設備在地生產，已在

2022年度預算案編列1.68兆韓元，促進半導體產業發展，

比2011年度提高9％。

日本確立「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

2021年6月4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宣佈，彙整對半導

各國自建半導體供應鏈成本約一兆美元，半導體價格上漲	35%至65%
圖片來源：BCG



體、數位基礎設施及數位產業戰略的研究，確立「半導體

數位產業戰略」。根據「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日本將

加強與海外的合作，聯合開發尖端半導體製造技術並確保

生產能力。加快數位投資，強化尖端邏輯半導體設計和開

發、促進綠色創新、最佳化日本半導體產業佈局，加強產

業韌性。

日本準備斥資數十億美元，在國內建立晶片廠，並

推出3.85億美元補助發展計畫，與台積電材料研發中心合

作，在日本打造2奈米先進製程晶片產線。

新加坡加碼半導體投資，2030年製造業成長50％
新加坡是亞洲重要金融和科技中心，並已宣布規模數

十億美元的半導體相關投資計畫。星國已設定2030年時讓

製造業成長50％的目標，半導體產業更是重點。

星國若要達成目標，外國投資將扮演關鍵角色。美國

格芯（GlobalFoundries）6月宣布，將在新加坡投資逾40億

美元擴張晶圓廠，預定2023年投產，因應全球晶片荒。德

國晶片業者英飛凌也已選定在新加坡設立人工智慧研發中

心，承諾投資約2,000萬美元。

2022年全球新建29座晶圓廠‧總支出超過
1,400億美元
據SEMI最新預測顯示，為滿足市場對晶片的需求，

到2022年全球將新建29座晶圓廠（2021年新增19座高產能

晶圓廠，2022年新建10座），總設備支出將超過1,400億美

元。

依地域劃分，中國、台灣各新增8座，美洲地區新增6

座，歐洲和中東地區新增3座，日本和韓國各新增2座。在

這29座晶圓廠中，主要以300mm晶圓生產為主（2021年新

建15座，2022年新建7座），其餘7座是100mm、150mm和

200mm晶圓廠，預估29座晶圓廠每月可生產260萬片晶圓

（8英吋）。

SEMI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曹世綸預期，隨著業

界推動解決全球晶片短缺問題的力道持續增加，未來幾年

這29座晶圓廠的設備支出，預計將超過1,400億美元，帶來

龐大的設備材料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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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自建半導體供應鏈成本約一兆美元，半導體

價格上漲35％至65％
除了中國，包括美國、日本與歐洲各國，在過去一年

出現的晶片荒後都有加速推動本地半導體業製造的趨勢，

這除了將晶片供應提升至國安層次，亦有兼顧自身產業鏈

發展與就業的考量。但是，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示警，認

為此舉可能提升成本、技術進步放緩，恐導致國家投入鉅

額成本，但無法建成自給自足的供應鏈。

各國若要自建半導體完整供應鏈，前置成本高昂。波

士頓顧問公司（BCG）先前發表「強化不確定時代下的全

球半導體供應鏈」報告內容說，在不考慮投資失敗等情境

下，全球自建半導體供應鏈的前期投資估為9000億至1.2 

兆美元；由於成本墊高，預估全球半導體價格將上漲35％ 

至 65％，這會慢慢地反映到終端消費市場。

專家表示，半導體現在明顯供不應求，但這都還沒反

應未來的自建成本，從經濟學角度看，各國供應鏈自給自

足可能不是最適合的解方

世界各國政府都提供巨額補貼，吸引新的半導體廠及

研究機構，相較之下，廠商若要在美建廠，會比在美國之

外建廠貴上20~40％。安森美半導體（ON Semiconductor）

資深副總裁David Somo表示：「嘗試在單一既定地點從上

游到下游重建整個供應鏈是不可能的，會相當昂貴。」

各國半導體產業鏈各有優勢和劣勢

半導體是一項高度分工的成熟產業。美國的半導體設

計生態全球領先，但產業高度依賴對中國的銷售和有限的

IP、勞動力及製造資源。韓國和台灣的晶片製造是業界的

標竿，其設備和EDA軟體需要歐美企業的大力支持，中國

擁有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但其半導體製造還有很大的

提升空間。

目前，雖然各國針對半導體的政策非常積極，但是半

導體是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需要企業大量的資金和長

期的人才投入。各國半導體產業鏈各有優勢和劣勢，若將

政治、國安的因素考量進去，自建半導體供應鏈似乎又有

其必要性。半導體供應鏈的建置，是各國政府與半導體廠

的大難題。華



韓
國國會在8月31日表決通過新修正「電信商業法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 」，這將是全

球首部針對應用程式商店需允許用戶使用多種支付系統來

進行應用程式內購買（in-app purchases）的法案，意即蘋

果（Apple）、Google 兩大巨頭將無法強迫用戶使用他們

提供的內部支付系統。在韓國國會通過該修正案後，將禁

止 Google 與蘋果等應用程式市場經銷商強制用戶使用特

定的支付方式、不平等地延遲內容審查以及從應用程式

商店中刪除部分內容。藉此阻止這些科技大咖從App內購

買抽取佣金，成為全球第一個修法限制科技巨頭抽成的主

要經濟體。也為「堡壘之夜」（Fortnite）遊戲開發商Epic 

Games這類公司敞開大門，方便他們直接跟消費者交易，

不須再被行動平台收取相關費用。

 

反Google權力濫用法
蘋果和Google正主宰全球的智慧手機作業系統，分屬

APPLE及GOOGLE的App Store、Google Play 等應用程式商

店對於科技巨頭來說十分有利可圖，蘋果過去從 app 內購

買獲得 30％ 的分潤，並拒絕開放第三方替代支付方式，

認為這能保護消費者不受詐騙和隱私不受侵犯。

Google原本預計今年10月在韓國引進30％抽成費機

制，但韓國立法機構搶先採取行動，扭轉多年來對Google

的豁免規定。Google去年宣布，將把非遊戲類的App強制

納入支付系統，一般認為這是促使韓國推出新規的導火

線，因此該法案又稱為「反谷歌權力濫用法」（Google 

power-abuse-prevention law）。

罰款最高可達到當地營收3％
這項修正案將禁止大型App商店經營者要求App開發

商使用旗下App內購系統，且不得無故延後批准App上

架、或從App商店下架，以防止App商店經營者報復開發

商。違者恐挨罰，而罰款最高可達到當地營收3％。

這項修正案也允許韓國政府要求App商店經營者「避

免對用戶造成傷害、並保障用戶的權益」；韓國政府還能

調查App商店經營者，並居中調解App市場因支付、取消

及退款而引起的糾紛。

蘋果、Google．聯手控制韓國85％的app市場
然而這項立法將對於蘋果、Google 兩大科技巨頭在韓

國的利潤造成巨大打擊。據資料顯示，在韓國地區上述兩

家公司聯手控制了超過85％的 app 市場。

目前此項法案僅在韓國境內施行，但未來或許也會成

為其他國家地區用來立法限制Google、蘋果軟體市集服務

分潤等作法的參考依據。

多年來，蘋果公司有關閱讀器應用之規定的實際效果

給用戶帶來了一些困惑，各應用一直在努力的避免向蘋果

公司繳費。例如，iPhone用戶可以下載Netflix影片應用，

但必須在該公司的網站上註冊訂閱。

如果韓國總統文在寅近日署立法，禁止蘋果公司等企

業要求使用其應用內購買系統，那麼蘋果公司的應用內支

付系統可能會進一步弱化。

但專家也表示，在韓國，開發商可能仍然不願意加入

Epic與蘋果或谷歌的公開衝突中。因為韓國開發商都需要

韓國國會8月31日正式批准新電信商業法修正案，禁止蘋果和Google等App商店營運商強迫開發
者使用自家線上支付系統，讓消費者擁有更多樣的支付選擇。韓國也成為全球第一個針對App內支付
壟斷問題開刀的國家，可能吸引歐盟、美國與印度等國跟進，也使得兩大科技巨頭的數位營收面臨

當局監管與開發商的雙面夾擊。此外，美國法院判Epic Games無法證明蘋果壟斷市場，讓市場又投
下一顆震撼彈。

韓國通過新修訂電信商業法
打破Google、蘋果app支付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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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和谷歌的應用商店來開展

海外業務。特別是對於小型應

用開發商來說，蘋果和谷歌為

他們的海外擴張提供了一個有

效的工具，通過這一工具他們

可以節省巨大的行銷成本。

蘋果、Google對APP銷
售抽成30％營收
蘋果公司和Google在多個

國家面臨訴訟和監管調查，涉

及這兩家公司要求在其應用商

店上架的應用使用內部支付系

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支

付系統最多可從應用內銷售抽

成30％。

由於對App內容業者而言，

被蘋果、Google收取30％營收分

潤將形成不少獲利「虧損」，

而若app內容業者可透過自有管

道收費，則其實是讓蘋果與Google可獲得分潤獲利相對減

少，因此會設法透過各類方式吸引app內容業者留在其軟

體市集服務，藉此達成雙方互利效果。

根據Statista去年發表發表的一份報告，Google和蘋果

在各自的應用商店中都有相同的佣金結構。Statista 提供

的圖表，顯示Apple、Google 和App Store和Play Store上的

應用程序開發商之間的收入分配。根據統計數據，兩家科

技巨頭都對付費應用APP（paid app）和內購應用APP（In-

App Purchase，IAP）收取 30％ 的佣金。

對於內購應用APP訂閱部分，Google和蘋果在內購應

用軟體訂閱的第一年收取30％的費用，而連續幾年收取 

15％的佣金。另一方面，開發者無需為應用內廣告以及通

過應用購買實物商品支付任何佣金。

 

2021Q2．Google Play佔全球移動應用下載量75％
今年第二季度Google應用商店Google Play佔全球移動

應用下載量的75％。根據移動應用分析公司App Annie的數

據，當季蘋果旗下平台占應用商店上消費者應用內購買和

訂閱支出的65％。

從全球財報來看，蘋果上一財年的收入達2745億美

元，包含App商店的服務就創造了538億美元。Google母公

司Alphabet去年財報收入為1825億美元，其中含有Google 

Play銷售的「Google其他」收入則占217億美元。

1H21．全球app消費支出在兩大巨頭上達649億美元
Sensor Tower的最新報告指出，依據初步估計和截至6

月30日的預測，2021 年上半年，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全球移動應用程式消費者支出達到649 億美元，同比去

年兩家產出的520 億美元高出24.8％ 。

其中，蘋果的App Store在 2021 年上半年在全球創造

了 415 億美元的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 22.1％。

Sensor Tower報告指出，App Store消費者在應用內購買、

韓國通過新修訂電信商業法
打破Google、蘋果app支付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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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付費應用和遊戲上的支出是Google Play 商店收入的 

1.8 倍，後者在同一時期創造了 234 億美元的收入。

 Epic Games首先挑戰Google和蘋果
《堡壘之夜》（Fortnite）的開發商Epic Games Inc.去

年公開挑戰Google和蘋果公司，在這款遊戲中添加了一個

支付系統，阻止這兩家公司收取30％的抽成。在Google和

蘋果公司將這款生存遊戲從其應用商店下架後，Epic起訴

了這兩家公司。蘋果公司和Epic正在等待訴訟判決。

在與EPIC Games訴訟中，相關文件更顯示Google除了

要求手機製造商必須將Google服務放在顯著位置，更要求

手機製造商不得與遊戲、內容業者簽署獨佔合作，避免過

往Android版本的《堡壘之夜》僅先與三星軟體市集獨佔合

作限期下載，造成Google因此損失大量藉由營收分潤獲利

機會，甚至Google更與內容業者簽署讓利協議，避免相同

情況再次發生。

蘋果公司和Google逐步提出讓步措施
面對外界接連的抨擊與壓力，蘋果公司和Google陸續

提出讓步的措施。去年11月，蘋果公司針對訴訟部分與開

發者達成和解協議，表示將調整包含美國在內全球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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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營運模式，針

對通過蘋果應用商店

獲得的年收入低於100

萬美元的小開發者，

蘋果公司將其對應用

內銷售收取的佣金費

率下調至15％。另外更

設立1億美元資金成立

「小型開發者援助基金 

（Apple Small Developer 

Assistance Fund）」，

協助受疫情影響的美

國開發者，但Spotify與

EPIC Games則認為蘋果

這樣的作法是為了轉移

注意力，實際上仍有違反市場壟斷行為，因此EPIC Games

仍會繼續與蘋果維持現有訴訟關係。

今年Google也跟進，宣布針對開發者每年通過Google

應用商店賺取的前100萬美元，Google收取的佣金費率從

30％下調至15％。根據追蹤應用行業的Sensor Tower提供

的數據，去年Play Store的銷售額約為386億美元，而App 

Store銷售額為723億美元。

9 月 1 日，蘋果與日本公平貿易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JFTC）達成和解，蘋果允許 Netflix、

Spotify 等「閱讀器」（reader）類別 App，可使用軟體連

結至外部網站，提供用戶付款，意即使用 App Store 規定

以外的支付系統，購買 iOS 平台 App 內容。這些調整針對

的是為數位雜誌、報紙、書籍、音檔、音樂和影片提供購

買或訂閱內容的應用程式，並未涵蓋遊戲App。蘋果公司

表示，這些調整將於明年年初生效。包含 Netflix、Spotify 

等公司將可受惠，不過遊戲類並未包含在內。

歐美皆對科技巨頭提出限制法案

目前多國政府就蘋果公司對第三方軟體開發者發揮的

權力提出質疑，這些開發者通過iPhone和iPad平板電腦分

銷其數字產品和服務。

2021年上半年全球app及遊戲消費支出
▉Google	Play		▉	App	Store 資料來源: Sensor Tower



歐盟在去年12月提出了《數字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旨在防止大型技術平台濫用「把關人」

（Gatekeeper）地位。今年7月，美國3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

區的總檢察長對Google提起了反壟斷訴訟，稱Google Play

應用商店屬於非法壟斷。

8月，美國參議院提出的一項獲得兩黨支持的法

案，新的《開放應用程式市場法案》（Open App Markets 

Act），將限制蘋果公司和Google應用商店的運作方式，以

及可以對應用開發者實施哪些規則，制止這兩大科技巨頭

形同守門人的管制。

美法院判決發出永久禁令，iOS App 可以跳過
「蘋果稅」

最新消息則是蘋果（Apple）與遊戲開發商Epic Games

的訴訟案暫告一段落。美國法院9月10日判決指出，蘋果

App Store的收入雖然大多來自於遊戲用戶，但這在整個

App Store用戶中佔比不到10％，因此判Epic Games無法證

明蘋果壟斷市場。

根據判決顯示，遊戲App約占App Store總收入的

70％，但法院認為，這70％是由不到10％的App Store用戶

所產生的，相較之下，有超過80％的App Store用戶，幾乎

沒有產生任何收入，都是下載免費的App。

另外，法官Yvonne Gonzalez Rogers也發出永久禁令，

蘋果不能禁止開發商提供連結或其他通訊，引導用戶遠離

蘋果App內購買，這項禁令將在12月9日生效，蘋果有90天

的緩衝時間。

Epic違反蘋果合約，需支付超過350萬美元違約金
但法院也認定，Epic特意繞過蘋果，在《堡壘之夜》

iOS版本中添加了直接付款選項，違反蘋果合約，因此 

Epic必須向蘋果支付實施該系統以來所獲得的所有收入之 

30％，總金額超過350萬美元。然而，這起訴訟案重點仍

在於蘋果是否涉及「反壟斷嫌疑」，Rogers坦言「成功並

不違法」，法院最終無法判定蘋果屬於聯邦或州法院定義

的壟斷企業，但根據加州的競爭法，從審判結果來看，蘋

果卻是正在從事限制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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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每年恐將因此損失多達40億美元
在美國聯邦法官下令蘋果（Apple）更改其App Store

政策後，蘋果的股價在9月10日遭遇到4個月以來最大的

跌幅，市值蒸發近850億美元，目前蘋果市值超過2.4兆美

元。

此外，蘋果（Apple）被美國法院下令，旗下App Store

必須允許應用程式（App）開發者能引導消費者以外部支

付方式來支付App內購買的費用。蘋果每年恐將因此損失

多達40億美元。

蘋果去年在美國靠App Store的傭金帶進63億美元的

收入，其中大部分來自App中的內購，這就是遊戲或其他

App準備繞過蘋果支持系統的部分。

蘋果到底損失多少？長期研究蘋果的知名分析師孟斯

特（Gene Munster）粗估少則10億美元，多則40億美元，

這要看有多少開發商會抓住新政策的機會。

也有分析師認為，自2019年以來，Apple在App Store

上所獲得的利潤還可能更高。根據市調機構 SensorTower

估計，App Store在2020年就為Apple創造220億美元的佣

金；另外根據Bernstein分析師Toni Sacconaghi的預估顯示，

Apple今年在App Store上所創造的毛利潤達 88％。

Apple 並沒被判定為「壟斷」。
蘋果將法院判決視為App Store一大勝利，其中一名代

表認為，法院肯定了他們的觀點，即「App Store沒有違反

反壟斷法」。Epic執行長Tim Sweeney對這個結果表示失

望，「這次的裁決對開發商、消費者來說，都不是一場勝

利，Epic正在為10億消費者爭取App內購與應用商店之間

的公平競爭」。Epic發言人表示，公司計劃再上訴。至於

《堡壘之夜》是否能重新上架App Store，法院裁決由蘋果

決定。

這項判決勢必打擊蘋果App Store的獲利能力，卻也是

蘋果終得自行吸收的結果。不過，蘋果倒是躲過另一個更

大的風險──即被聯邦法或州法認定為壟斷者，也讓投資

人鬆一口氣。

金融時報指出，這場反托辣斯官司，雙方都不算是全

勝。華



抖
音（TikTok）是目前最受歐美青少年歡迎的社群影

音平台，在疫情期間卻意外成了出版業的救星。

BookTok是TikTok裡的閱讀社群，讀者可為喜歡的書

拍預告短片，或錄下自己讀到故事高潮爆哭的片段，最後

加上標籤「#BookTok」，影片就可能在一夜之間爆紅瘋

傳。在過去的一年疫情中非常受歡迎。

去年8月，英國16歲少女 Kate Wilson 在配樂下，唸出

一系列來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咆嘯山莊 

Wuthering Heights》、《簡愛Jane Eyre》等名著的金句，至

今超過120萬次觀看次數。其他用戶的影片也分享「主角

被安排去殺人但結果愛上彼此的地方」，或模仿「當你12

歲被父母發現你看書看到哭」等，同有數百萬人次收看，

並重新引起青少年對書的興趣進而購買。

#BookTok讓4年前小說衝上暢銷榜
Adam Silvera 在2017年出版的小說《They Both Die at 

the End 》是受益於 BookTok 效應的書籍之一。此書已出版

4年，但今年3月它登上了青少年小說排行榜的榜首，每週

銷量超過 4,000 份。這本書在英國已售出超過 200,000 冊，

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2021年賣出。

迄今為止，包含#TheyBothDieAtTheEnd 標籤的 TikTok 

視頻已累計獲得超過 3700 萬次觀看，其中許多視頻的特

點是用戶對這本書的情感結局做出反應—並且經常哭泣。

標記「#BookTok」影片，已累積182億以上
觀看人次

由於TikTok使用者多為青少年，BookTok上最受歡迎

的書籍大都是青少年喜愛的奇幻、科幻、羅曼史或其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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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以上的混合文類。標記「#BookTok」的影片在抖音已

有高達182億的觀看次數，這種熱潮也從虛擬世界延燒到現

實世界，促使邦諾書店（Barnes & Noble）在實體店面和網

站上都設立「BookTok專區」，搭上BookTok的熱潮促銷。

出版商也看中booktok的行銷手法
許多出版商，包括作者本人，都已經開始使用booktok

來吸引更多的追隨者，提供免費書籍或其他行銷手法來宣

傳書籍。各大出版社不僅與知名BookTokers建立業配合作

關係，更紛紛開設官方帳號，也要求旗下作者們親上火線

錄製影片、與書迷互動。

美國最大零售連鎖書店Barnes & Noble去年夏天就開始

注意到書籍銷量的上升，特別是E. Lockheart 的《We Were 

Liars》、Adam Silvera 的《They Both Die at the End 》和

Madeline Miller的《The Song of Achilles 》。因此在Barnes & 

Noble 門市都有特別專區展示「TikTok BookTok Reads」相

關的書籍。

Barnes & Noble圖書總監Shannon DeVito分析，這現象

與疫情有關，人們渴望藉閱讀與他人建立情感聯繫。擁有

25.8萬名追蹤者的抖音用戶Ayman Chaudhary指出，她在居

家防疫時悶得很，於是開始發佈BookTok短片。

在Booktok中領先的出版商是Penguin Teen。Penguin 

Teen擁有超過 20 萬的追隨者，是 「五大」出版商之一，儘

管Booktok 可能以青少年為中心，但該團隊已經找到解決

這種瘋狂的方法，並於2021年用於社交媒體中。

透過一分鐘短頻，將文字電影化

BookTok不是第一個網路閱讀社群，之前有Instagram上

BookTok的興起
推動青少年閱讀風潮

年輕的TikTok 用戶正在與數百萬人分享他們對書籍的熱情—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裡，將他們喜
愛的書名帶到網上並重塑出版界的銷售及行銷方式。流行分享「讀後感」影片，抖音讓出版業起死

回生、新作家受到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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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ookstagram標籤和YouTube上的說書影片BookTube，

但BookTok更吸引人，除了app頁面設計和演算法因素，

BookTok能在極短的影片中抓出書籍重點。創作者將符合

書中劇情的情境圖片搭配合適音樂，剪輯成僅有十幾秒的

書籍預告片。

一分鐘內的短片模式，成為極佳的促銷方式。銷售兒

童及青少年圖書的Kat McKenna形容：「這些『短片』預

告影像讓書籍電影化，正是出版商長久以來試圖透過書籍

宣傳預告片達成的效果」。用戶將閱讀內容立體化，讓每

頁文字栩栩如生，也直接表達閱讀的情緒及感想。出版商

Simon & Schuster的營銷及宣傳經理Olivia Horrox更指，短

片直截了當，數十秒內指出作品特點，「然後觀眾會想，

『這些我都感興趣，那我去買』」。

另一方面，YouTube上的BookTube影片普遍都在五至

十分鐘（或以上），部分讀者或許對較長的說書影片有

觀看意願，但對青少年而言，一分鐘視頻還是較勝出。

此外，Instagram上的#Bookstagram內容，雖然字卡簡潔明

瞭，但影片的魅力依舊吸引Z世代（Generation Z，在1990

年代末葉至201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的青少年。

TikTok用戶衝動購買比Instagram高68％
對作者來說，一般在推特、Instagram或YouTube的貼

文大多只能觸及既有的追蹤者，但TikTok的演算法能讓影

片觸及其他更多喜好閱讀、喜歡特定類型小說或特定故事

情節的使用者，觀看數、讚數、回應數也成為作者最有力

的銷量保證，可做為與出版社談合約的有利條件。

依據Chris Stokel-Walker的新書《TikTok Boom: China's 

Dynamite App and the Superpower Race for Social Media 》內

容顯示，TikTok目前的月活躍用戶數為7.32億。30％的美

國TikTok用戶表示，使用TikTok後，他們在電視和其他流

媒體和視頻平台上觀看的內容減少了。

TikTok用戶的衝動購買比YouTube或Facebook的用戶高

17％，比Instagram高68％，誘發購買的功力絕佳，不少是

青少年用戶因抖音影片央求父母消費。此外，83％的歐洲

TikTok用戶對廣告影片有所回應，而其他競爭平台的平均

比例則為59％。

TikTok的演算法可以隨心所欲地向數百萬人推送引人

入勝的內容。三分之一的歐洲用戶在受到TikTok視頻的影

響而在零售商處購買此商品。

不容能忽視的TikTok演算法
TikTok算法能將影片推向不同的觀眾。在Twitter、

Instagram、臉書等社交媒體，大多是已追蹤帳號的貼文，

但TikTok 算法能將你視頻推給完全不同的觀眾，讓你能接

觸許多完全不認識的人。

抖音不斷推送可能符合用戶喜好、來自陌生創作者的

影片到每個人的首頁，這也使得抖音影片較其他社群媒體

內容更容易觸及新粉絲。不少嘗試BookTok的新人作家認

為TikTok的演算法十分友善，睡一覺醒來，影片觀看數就

從一千變幾十萬，更不時有直上百萬的好成績。

#BookTok越來越受歡迎
但從歐美國書市看，因BookTok翻紅的書籍類型主要

為小說，尤以青少年小說為最大宗，除了因為抖音以青少

年為主力用戶外，羅曼史、奇幻和驚悚等類型都取得不錯

成績，因為對青少年而言，這些類型的書較吸引他們。若

是歷史或研究等較需要思考的書籍，就可能難以吸引青少

年的注意力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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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演算法
加速香水產業創造力
全球香水行業正迎來人工智慧 （AI） 和機器學習技術的創新新時代。透過人工智慧調香系統不

受文化偏見、個人偏好、知識、經驗或對某種物質的舒適度影響，得以發現過去從未探索過的可能

性。

香
水，自古即受到無數人的歡迎，各地區都發展著各

自的香水工藝。專業調香師更是需要經過數十年的

學習和訓練，才能獲得開發香水的寶貴技能。在現今大數

據時代，人工智慧系統需要感知的信息主要來源於其視

覺、聽覺、觸覺，而嗅覺也是很有價值的方向，因此，人

工智慧也開始逐漸滲透到香水行業。

AI製作香水並不依賴嗅覺，而是透過大量分析香水的

成分與銷售資料，運用統計與排列組合等大數據運算，幫

助調香師更有效率地調配出符合消費者喜好的配方。

依據金融時報報導，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美國流

行什麼聞起來都香噴噴的：愈來愈多洗髮精或清潔劑等消

費產品中都會加入水果香，甚至是焦糖味。但是，疫情改

變人們希望自己的身體、衣服和房子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其實人們喜歡聞的味道本來就一直在變化，雖然改變的速

度可能很緩慢，但在商業上會帶來巨大影響。

IBM與Symrise合作開發Philyra人工智慧軟體
2018年，全球知名的香精生產公司Symrise與IBM 

Research合作開發了一款名為Philyra的AI香水調試系統，

其命名靈感來自希臘神話中的香水女神。Philyra可以學習

香水的新配方，識別原材料，顯示每種香水的歷史表現，

並定義香水行業的市場趨勢。並透過分析現有的芳香配

方，將其成分與銷售地區、客戶年齡等數據進行匹配，調

製出最符合目標客戶喜好的香水。

人工智慧採用各種複雜的機器學習算法，通過快速瀏

覽各種組合來識別趨勢和香水排列。Philyra就是以深度學

習算法全面分析之後，再決定放香料的順序。Philyra還能

獲取香水在不同性別、年齡和暢銷地的受歡迎程度，結

合大數據演算法後，輸出一個新的香水配方，該配方在預

定的目標人群中就能達到良好的效果。Philyra在調香大師

大衛·阿佩爾的幫助下，為O Boticario情人節製作的AI香水

Egeo ON，已在2019年上市。

調香大師大衛．阿佩爾（David Apel）就認為人工智

慧並不是威脅而是需要合作的對象，機器沒有多餘的感情

與偏見，可以顯著提升人類的創造力，提供最新穎的演算

法。人工智慧調香系統不會受到文化偏見、個人偏好、知

識、經驗或對某種物質的舒適度影響，得以發現過去從未

探索過的可能性。

奇華頓和芬美意，佔全球1/3香水及香精市場
瑞士法語區之香水產業聚落源自於90年代的瑞士香

水工業興起，至今保有世界領先地位。瑞士製造的自然

香精與合成香精遠銷全球。兩大業界之翹楚——奇華頓

（Givaudan）和芬美意（Firmenich）均座落於日內瓦。

奇華頓公司是全球香水及香精工業的領軍企業。其主

要競爭對手芬美意業績居全球第二。這兩家公司總共占有

世界香水及香精市場約三分之一的市占率。這兩大巨頭的

十年營收複合年增長率均為5％左右，就算疫情來襲也幾

乎未受影響。

奇華頓（Givaudan ） 推出Carto人工智慧調香系統
總部位於瑞士的知名香精香料公司奇華頓（Givaudan 

Fragrances），在2018年也推出了一款名為Carto的人工智

慧調香系統。此系統利用Givaudan的香料，創造出「氣味

值地圖」（Odour Value Map），能在最終的香料和香水配

方中將嗅覺的性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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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o以香水開發領域常用的香調金字塔作為底層邏

輯，對消費者的嗅覺感官進行數字量化，通過機器學習技

術為調香師提供關於成分組合的建議。調香師通過觸屏操

作，就可以輕鬆調用香水配方庫中的數據，將不同的香味

組合在一起。此外，Carto還包含「快速成樣」功能，可以

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香水產品的打樣工作，將這些香料加工

成香水，讓調香師可以立即測試他們的新香味。

Givaudan首席調香師Calice Becker說。多年來，香水的

制作過程不斷發展，研發一款新的香水大約需要6個月到4

年的時間。人工智慧的加入大幅縮短了香水研發周期，並

大大提升了生產效能。

芬美意相繼推出D-Lab及「scentmate」AI平台
芬美意（Firmenich）在2018年就與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EPFL）合作推出了 D-Lab，以開發新的香精和香精產

品。D-Lab 將致力於利用人工智慧（AI）幫助在其香精香

料業務中進行創新。EPFL總裁Martin Vetterli表示：「雖然

數字化正在顛覆每個行業的商業模式，但它也帶來了令人

興奮的新商機。」「通過將基於EPFL的動態初創生態系

統與芬美意行業領先的創新相結合，我們將能夠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應用突破性科學來創造定制的感官體驗。」

若要掌握全球消費者嗅覺慾望緩慢、隱藏的變化，

數據是無價的。因此，芬美意（Firmenich）在今年推出

「scentmate」AI平台，提供簡單的管道，讓客戶將他們的

偏好上傳到這裡，例如想來點新鮮的，或讓人興奮的味

道，總之演算法都能提出建議。商家從此不再需要聘請昂

貴的調香師，才能確定他們要推出的新蠟燭、洗衣精或潤

膚霜聞起來是什麼味道，才能賣得好。

人工智慧體驗香水氣味，已成主流

總部位於日本的Scentmatic與 Biotope 合作，將其人工

智慧系統（Kaorium）提供給日本的美容產品精品店Nose 

Shop Branches，從而改變香水行業的範式。Kaorium 是一

種人工智慧系統，用於識別定義香水的氣味。

數位香水非常受歡迎，ScenTronix Inc 在紐約Ace酒店

開設了一個快閃店：Algorithmic Perfumery，是一個尖端

系統，允許消費者通過使用人工智慧系統創造自己的香

水（2020年2月19日已結束）。香精原料是與International 

Flavors & Fragrances（IFF）合作提供的。

韓國初創公司DeepScent 運用Fragrance-On-Demand 

（FOD）服務為客戶實時提供定制的香水服務，從而建立

作為數字香水領域先驅的領先地位。Deepscent Inc.是一家

智能香味數據公司，提供個性化的香味解決方案，通過適

合客戶情況的香味增加空間的敏感性。這家初創公司的智

能香氛造型器AROM可根據客戶要求實時為消費者提供定

製香氛服務。使用智慧手機，用戶可以設置個人口味並輕

鬆地從一種香味類型切換到另一種香味類型。該產品還利

用將天然芳香精油封裝成固態的技術，使清潔更容易。

人類調香師不會被AI調香系統取代
透過AI運算能力，可快速學習並分析大量配方、原料

及銷量數據，為人類調香師提供各方面的技術支持，但這

並不代表人類調香師即將被AI調香系統取代。就像Philyra

研發團隊的成員Richard Goodwin說的：「數百年來，人們

始終都在探索如何結合「藝術」和「科學」的方法設計完

美的香水。」而如今憑借AI的輔助，人類調香師只需專注

於他們擅長的「藝術」部分，「科學」的部分只需交給人

工智慧算法系統，兩相結合將提高調配的效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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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Regulation ，

SGX）9月公布新規定，對「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SPAC）在交易所主

板掛牌交易訂出規範。新框架9月3日起生效，新加坡交易

所成為亞洲第一個推出SPAC上市框架的主要交易所。

SPAC上市時市值不可低於1.5億新加坡元
新加坡交易所在3月啟動公眾諮詢過程，歷經數月

徵詢投資公司、銀行、律師等方面的意見後，在9月訂

出一套管理架構。新修訂的要求較建議更為寬鬆，包括

SPAC上市時市值不可低於1.5億新加坡元（約合1.116億美

元），較諮詢建議的不少於3億新加坡元降低一半。修改

後的SPAC市值門檻與美國標準更加一致，美國納斯達克

股票市場和紐約證券交易所規定的市值門檻在5,000萬至1

億美元之間。

新加坡的上市框架將美國市場上的一些慣例正式納入

了保護投資者利益的規則。例如，框架要求SPAC必須在

上市後24個月內完成併購交易，如果符合相關規定條件可

延長最多12個月。此外，美國對與SPAC合併的企業所發

布的財務預期以及認股權證的會計處理等事項加強了審

查，新加坡規則中的某些條款對此也有體現。例如按照規

定，計劃在新加坡與SPAC合併的企業必須遵守與IPO同等

的資訊披露和盡職調查要求。

吸引更多高質量公司在星交所上市

星交所表示，一方面要吸引高質量發起人，一方面要

確保未來同SPAC合併的企業維持一定規模，對上市SPAC

的最低市值要求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在SPAC交易

中，發起人意即空殼公司的管理團隊，負責找尋可以合併

的目標公司。

星交所法規監管部門執行長陳文生說：「我們獲得

的回應是亞洲的SPAC會相當有趣，因為亞洲是SPAC的沃

土，不只是對目標企業而言，對發起人而言亦然。」他

希望通過推出SPAC制度吸引更多高質量公司在新交所上

市，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選擇和機會。該所將著重發起

人的素質和其過往紀錄。在制度設計上，也提升了發起人

所涉及的利益與風險，及發起人與股東的利益相關性。

東南亞市場將在今年迎來最大上市潮

在亞洲，韓國和馬來西亞都允許SPAC上市，但根據

Dealogic的數據，這兩個國家已多年沒有一樁SPAC交易。

見證過中國企業IPO熱潮的香港交易所今年年初應香港政

府要求也開始探討允許SPAC上市。

香港交易所尚未就引入SPAC的計劃提供最新情況。

多年來，港交所一直在清理交易量低迷或在某些情況

下使有問題的企業上市的空殼公司。但全球調研機構

Preqin預估，新交所推出亞洲第一個SPAC上市框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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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在全球新創與資本市場掀起熱潮，正當香港交易所SPAC上
市制度諮詢之際，新加坡交易所傳出將考慮放寬SPAC在新加坡上市要求，新框架9月3日生效，新交
所成為亞洲第一個推出SPAC上市框架的主要交易所。



南亞市場將在今年迎來最大上市潮。Preqin指出，已在

研擬上市的東南亞獨角獸新加坡Grab、印尼Gojek、電商

TPREQINokopedia，都可能放棄美國那指或亞洲其他主

板，直接在新加坡申請SPAC上市。

Grab有望創下最大SPAC
東南亞最大獨角獸Grab跨足叫車、外送、金融等服

務，並計畫在今年赴美上市，估值有望攀上400億美元，

將創下東南亞企業在海外上市的新記錄。Grab業務遍及東

南亞很多地區。這筆價值396億美元的上市交易是目前涉

及SPAC的最大一筆交易，規模遙遙領先，意味著Grab估

值在短短18個月內增加了一倍多。Grab成立於2012年，在

東南亞以網約車服務起家，現已變成一款超級應用（super 

app），在一個平台上提供食雜外賣 和金融服務等一系列

服務。該公司最大的支持者包括SoftBank Vision Fund、

Uber和中國網約車服務巨頭滴滴（Didi）。

Grab應用軟體在其運營的八個東南亞國家其下載量已

超過2.14億次。這場疫情促進了Grab的外賣服務發展，因

為網約車司機能從運輸乘客改為送外賣，這樣的靈活性在

許多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的。去年該平台商品交易總額達到

125億美元，超過了疫情前的水平，是2018年的兩倍多。

2020年美國SPAC募資金額高達820億美元
根據研究公司Coalition Greenwich的數據，在2020年美

國SPAC熱潮下，擔任承銷商的投資銀行荷包滿滿，全球

12大投行合計營收較2019年激增28％，達到1,940億美元，

創下10年前開始調查

以來的新高紀錄。

2 0 2 0年，美國

SPAC募資金額高達

820億美元，較2019

年大增六倍以上，同

樣創下歷史新高，

成 為 大 型 投 行 在

COVID-19疫情期間

的重要財源。

太空產業與SPAC合作，延續超高話題性
太空產業與SPAC合作的案例也時有所聞，像是2020

年10月太空運輸公司Momentus與SPAC公司Stable Road 

Acquisition的合作，以及12月太空通訊公司AST & Science 

與SPAC公司New Providence Acquisition的合作，兩大熱門

產業的結合，除了加速上市程序，更能藉由高話題性吸

引投資者的注意。維珍航空創辦人布蘭森，於2019年透過

SPAC方式，讓維珍銀河成為全球首間公開上市的商用太

空旅行公司。其旗下的新創公司維珍軌道（Virgin Orbit）

也將於今年晚些時候上市，加入一長串透過「SPAC」上

市的太空公司名單。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加強監管SPAC
SPAC或空殼公司透過股票首度公開發行（IPO）籌

資，然後再與未上市的營運企業合併，使後者可以利用

比較短的上市流程進入公開市場。此機制在去年開始襲捲

華爾街，由於多數亞洲證交所並不放行SPAC，因此亞洲

投資者與企業紛紛投入美國空白支票公司的熱潮，包括香

港富豪李嘉誠與中國胡祖六等投資大亨都在今年透過自家

SPAC籌資。但是，近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於

SPAC採取較嚴格審查。SEC有意改變這些公司應如何對待

認股權證的會計指導，使投資者可以選擇在未來以特定價

格購買股票，這導致所有行業的SPAC新交易下降，受到

金融工具陷入不確定性的影響。

2021年全球IPO市場持續火熱 但SPAC呈現衰退
根據彭博社資料，2021上半年，全球IPO（首次公

開募股）總額高達350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超過

了2020年下半年2820億美元的紀錄。由於美國政府更嚴

格的SPAC審查標準，加上投資者對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上市的興趣已經消退， 2021年第一季，SPAC幾

乎占了IPO市場募集資金的一半，但第二季只剩約13％。

依據SPAC Insider統計，2021年截至5月底的累計統計

數據，SPAC IPO的案件已有330件，總募資金額約1,049億

美元，打破去年一整年248件、總募資金額約833億美元的

紀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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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SPAC在美國上市各月籌資金額

資料來源：Dealogic

單位：十億美元
40

35

25

30

20

15

10

5

0

Sept 2020 Aug



推
特（Twitter ） CEO Jack Dorsey旗下的數位支付系統

提供商Square宣佈，將砸錢併購專攻先買後服服務

的澳洲新創商Afterpay。蘋果（Apple）也宣布與隸屬美國

控股公司Affirm的加拿大支付解決方案公司PayBright，計

劃推出先買後付的服務，供加國的蘋果裝置用戶使用，展

現蘋果擴大金融服務事業版圖的決心。科技巨頭們紛紛搶

搭「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這股新興趨勢

順風車。《紐約時報》稱先買後付是「對傳統分期付款的

數位化改造。」

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BNPL）風潮崛起
「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指的是消費

者能以極低或零利率分期付款，並將商品直接帶回家。

先買後付原本僅是利基型服務，2020年卻一躍成為網購主

流，愈來愈多消費者在疫情期間選擇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購買生活所需。此外，商家接納程度變高，以及年輕人的

喜愛，讓先買後付趨勢崛起。對於商家而言，採用BNPL

須支付更高的交易費，但消費者幾乎不必支付任何費用。

但若採用BNPL進行電商購物的人夠多的話，商家獲利增

加，自然也不會計較這筆交易費用。

歐美颳起一股線上購物「先買後付」的風潮，促使愈

來愈多金融科技公司加入分期付款市場戰局，可望增加民

眾電商購物付款選項與意願。

不須信用卡、操做簡單、滯納金低，讓年輕人趨之若鶩 
先買後付依賴於千禧世代消費者不信任傳統信貸，但

仍希望借錢購買商品。依據消費者支出資料公司Cardify的

研究發現，Z世代（1990年代中葉至2000年後）和千禧一

代（生於1982年到2000年）佔先付後買交易的80％以上。

不需要信用卡也能夠使用，可能就是先買後付

（BNPL）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些人因某些因素不易取得

信用卡，BNPL可以讓他們繞過信用卡這關，直接使用後

支付服務。操作手續簡單也是BNPL的優點之一，再加上

沒有信用卡，也就代表 BNPL 比信用卡好申請得多。以 

Afterpay 為例，申請者僅需年滿 18 歲、擁有電話、擁有銀

行帳戶即可申請帳號。

消費者可以先買東西之後再付款，加上多數 BNPL 交

易分期不收費用，滯納金也比信用卡循環利息來得低，有

些甚至不收滯納金。過去辦信用卡就怕陷入卡債惡性循

環，但 BNPL 違約或遲繳付出的代價不會像使用信用卡這

麼高。

2024年，BNPL市場支付額將達到10兆美元
Square 財務長Amrita Ahuja表示，先買後付的潛力無

窮，到了2024年，BNPL市場支付額將達到10兆美元。他

指出，這是因為 BNPL 利用了千禧世代想要借錢消費，卻

不信任傳統信用卡的心理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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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買後付（BNPL）」風潮
最近金融科技（FinTech）領域掀起一波「先買後付」（BNPL）的潮流，舉凡蘋果、PayPal 、 

Square 等支付工具都在爭先恐後地推出先買後付。據統計，Z世代（1990年代中葉至2000年後）和
千禧一代（生於1982年到2000年）佔先付後買交易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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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FIS Worldpay發佈的2021年全球支付報

告，到2024年，購買、支付（BNPL）市場預計將增長

181％，並將佔同年全球電子商務支付額的13％。

Square砸錢290億美元買Afterpay
數位支付系統提供商Square宣布以290億美元收購澳

洲新創商Afterpay，以將業務擴張至消費貸款領域，創下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收購案。兩家公司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該筆交易將打造出線上支付巨頭，並有助於加速 

Afterpay 在美國市場與全球市場的擴大。

Afterpay成立於 2014 年，提供消費者透過分期付款、

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BNPL），可以取代信用

卡的部分功能，也可以降低顧客無力還款的風險，也是小

眾數位支付領域的指標。

Afterpay特別受年輕消費者的歡迎
Afterpay目前在澳洲、英國、美加等國，擁有超過

1600萬名使用者，特別是過去一年，在美國有多達數百萬

名用戶註冊，成為「先買後付」成長最快的市場，也是

「先買後付」模式的先驅，在消費者下單後，會向商家收

取一筆費用，再提供小額的零利率分期付款給消費者，即

消費者能在下單後，再以零利率四期分期付款償還，若消

費者在自動扣款時未能按時還款，須繳納一筆費用，且帳

戶會被鎖住，直到還清餘額，以減少不良放款。這項模式

能夠繞過信用審核，廣受消費者歡迎，特別是可能沒有信

用卡的年輕人。

從去年疫情期間開始，越來越多人選擇分期付款來購

買日常用品，使 Afterpay 成為主流。凸顯金融科技業者希

望運用消費者在新冠疫情期間加速改變行為的機會，運用

規模提供更多產品，以挑戰大型銀行。

截至2021年6月30日為止，Afterpay為全球超過1,600

萬名消費者、近10萬個商家提供服務，當中包括時尚、居

家、美妝、運動用品等各大領域的零售巨擘。Afterpay 幫

助推動重複購買、增加平均交易規模並為買家提供隨時間

支付的能力，幫助商家發展業務，也為亞太地區許多國家

的消費者提供服務。

Square整合Afterpay，造成一站式金融服務商店
目前，Afterpay在全球範圍內的年銷售額達到156億美

元。2020年5月，中國科技巨頭騰訊斥資約3億澳元，收購

了Afterpay約5％的股份。

與Afterpay的合作，將使Square能夠向其數百萬商家提

供「先買後付」服務，這些商家在最近一個季度處理了價

值388億美元的支付。此外，Square還能接觸到Afterpay的

客戶，包括亞馬遜和塔吉特（Target）。

Square計畫將Afterpay先買後付平台整合至Seller及Cash 

App事業單位，這麼一來，就算是規模最小的商家，也能

在顧客結帳時提供先買後付選項。Cash App擁有約7000萬

用戶，正在慢慢打造成支付、加密貨幣、儲蓄和投資的一

站式金融服務商店。

蘋果也推先買後付服務，擴大金融服務版圖

今年早些時候，蘋果公司開始為其支付部門招聘具有

「先買後付」經驗的員工，以期擴大Apple Pay和其錢包應

用。

蘋果Apple Pay功能廣受果粉喜愛，據傳蘋果正在開發

一項名為「Apple Pay Later」的延後付款服務，讓客戶使

用Apple Pay購物可以分期付款。分期付款選項將適用於所

有Apple Pay購物，不僅限於蘋果產品，且沒有Apple Card

也能使用這項功能。

「Apple Pay Later」服務類似於Paypal的「先買後付」

功能，蘋果正計畫與高盛（Goldman Sachs）攜手進行此

計畫，由高盛作為每月分期付款計畫所需貸款的貸方。蘋

果希望「先買後付」系統能增加Apple Pay的使用率，並

說服iPhone用戶使用他們的手機支付，而非拿出信用卡付

款。高盛是2019年蘋果推出信用卡Apple Card以來的合作

夥伴。此外，蘋果（Apple）宣布8月中旬與加拿大支付解

決方案公司PayBright，在蘋果零售門市及線上商店推出先

買後付這項服務，讓購買iPhone、Mac或iPad的顧客可在

未來12或24個月分期付款，取代原本的一次付清。蘋果也

說，推出這項服務後，將在一段期間內提供零利率優惠。

PayBright隸屬於美國控股公司Affirm，此舉展現蘋果擴大

金融服務事業版圖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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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Apple Pay在美國行動支付市場占有率
高達51％
蘋果在此時傳出將推新金融服務的消息，被認為與電

商在疫情下的蓬勃發展不無關聯，這項服務也將可以促使

更多民眾使用Apple Pay。去年7月底時，蘋果也收購了一

間關於手機付款技術的新創Mobeewave。

根據網路資料庫Statista的數據，截至去年9月全球

Apple Pay用戶數達到了5.07億人；且根據一項2019年的調

查，Apple Pay在美國行動支付市場達到了51％的高市占

率，目前全美約90％商店都支援Apple Pay付款。

支付巨頭PayPal早已搶進先買後付市場
從 2 0 2 0年爆發至今的疫情，帶動了先買後付

（BNPL）服務的成長，甚至引起了PayPal等支付巨頭的注

意。

「先買後付」的支付方式，最早出現在 2009年，當

時 PayPal 母公司 eBay收購 Bill Me Later公司後，PayPal 率

先推出了這項服務。不過一直到瑞典金融新創 Klarna 把 

BNPL 導入電商支付系統中，BNPL 付款方式才真正成為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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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PayPal推出了「Pay in 4」，這是一項為期6周

的分期付款服務，對消費者和商家都是免費的。與Apple 

Pay Later遭曝光的模式相同，用戶能夠以兩週為一個繳費

週期，進行四期無利率分期付款。根據PayPal的調查，新

世代的年輕人們接近7成都很習慣這種類型的付款方式。

新冠疫情期間的居家防疫生活模式帶動網購需求激

增，過去一年來BNPL產業蓬勃發展，這樣的趨勢亦引起

PayPal等主流公司關注。 今年7月PayPal在澳洲推出BNPL

服務，並直接下戰帖宣布將取消滯納金，此舉勢必對澳洲

本地業者Afterpay帶來巨大衝擊，去年光是滯納金就讓該

公司賺進近7000萬澳元的收入。

瑞典Klarna．全球估值第二私有金融科技企業
瑞典金融新創 Klarna 把BNPL導入電商支付系統中，

BNPL付款方式才真正成為趨勢。

瑞典線上支付公司Klarna成立於2005年，在短短15年

內獲得銀湖（Silver Lake）、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和貝萊德（BlackRock）等巨型投資機構及企業相繼融

資，光是去（2020）年，Klarna就獲得投資人注資6.5億美

元，市值攀升將近一倍，達106億美元。

2021年3月，Klarna宣布股權融資，獲得10億美元的資

金，讓公司估值飆升至310億美元，晉升歐洲估值最高、

全球估值第二的私有金融科技企業。財經網站CNBC稱

Klarna為「歐洲最大金融科技獨角獸」。

去年，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梅西百貨與Klarna簽署一

項為期5年的合作協定，雙方將投資於該公司。梅西百貨

的客戶可以選擇在網上支付四次等額、無息分期付款。

2025年BNPL市場成長400％
「先買後付」這種方式過去流行於傢俱公司，目前在

電商時代已經蔓延到各個行業。在疫情、電商興起、經

濟不穩定的環境變化下，《富比士》指出，美國「先買後

付」市場正以每年41.7％的速度成長，預計2021年將規模

將超過1.26億美元。

去年，提供先買後付服務的公司促成超過200億美元

的美國交易。根據Kaleido Intelligence的研究，到2025年，

0 10% 20% 30% 40%

Over 40% of buy now, pay later users have used one of PayPal's BNPL services, but Affirm 
and Klarna have made gains since 2020.

Bill Me Later / PayPal Credit / PayPal Pay in 4

Affirm

Klarna

Afterpay

QuadPay

FuturePay

Sezzle

Splitit

The most popular buy now, pay later services
超過40％的先買後付用戶使用過PayPal的 
BNPL服務

註： 在被PayPal收購前，Bill Me Later是一家獨立公司。它現在是PayPal Credit

的一部分。Pay in 4 與PayPal credit是分開的，是PayPal 最典型的BNPL產

品。但PayPal Credit為某些購買提供免息融資，因此我們將它們組合在一

起。

資料來源：the Ascent



全球消費者通過電子商務管道使用網點分期付款的支出估

計將達到6800億美元。

美國銀行（BofA）預估BNPL市場到2025年會成長

10-15倍，將處理6500億到一兆美金的交易，比較保守的預

估則是整個BNPL市場成長400％。

據金融產品公司FIS Global數據顯示，BNPL去年約

占美國電商支付金額僅2％，但此服務普及度日益攀升。

BNPL服務在海外地區更加普遍，去年約占歐洲電商交易

的7％以上。其中，該服務約占澳洲電商交易的10％，在

瑞典，Klarna 去年分期付款占電子商務交易的23％。

 21％「先買後付」用戶沒有付款 
「先買後付」也是有風險，依據澳洲金融監管機構

202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1％的「先買後付」用戶在過去

12個月內沒有付款。其中近一半的人年齡在18歲至29歲之

間。摩根士丹利分析師預計，Afterpay每年的滯納金收入

約為7000萬美元。

英國金融監管機構表示，應強制「先買後付」參與者

將遵守其信貸規則作為「緊急事項」。在美國，一家政府

消費者保護機構發佈了指導意見，敦促對誘人的「先買後

付」交易保持謹慎。

根據 The Ascent在2021年的統計數據，BNPL 並非沒

有風險，因為只有 22％ 的人表示他們了解相關的條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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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L 在電子商務佔比 %
亞太地區

CAGR 2020-2024

39

歐洲地區
CAGR 2020-2024

28

拉美地區
CAGR 2020-2024

115

北美地區
CAGR 2020-2024

43

全球
CAGR 2020-2024

33

條件，這可能會給客戶和潛在的 BNPL 提供商帶來重大問

題。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宅經濟催生、電商加速蓬勃發

展，BNPL 主流廠商得益於疫情引發的網購熱潮，在 2020 

年都繳出相當強勁的年增長。Affirm、Afterpay、Klarna 的

綜合下載量，在 2020 年末感恩節銷售旺季，刷新下載量

紀錄，年增長也都突破 100％。

最先推出  BNPL 的瑞典金融新創  Klarna 執行長 

Sebastian Siemiatkowski 表示：「這十年將是銀行業的劇

變。BNPL 市場在發展初期，就出現高水平的整合，我認

為這就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2021 年，本來是屬於年輕人的BNPL服務，將版圖拓

展到更多年齡層，原本主打年輕人使用居多，如今 BNPL 

的滲透率方面，在更高消費力的中老年族群也出現顯著提

升。

隨著 Afterpay、Affirm 和 Klarna 提供的先買後付

（BNPL）服務變得越來越普遍。相信未來 Square 和蘋果

一定不會是唯一加入這個圈子的支付巨頭。華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選擇BNPL作為預算和控制財務的一種方式。到2024年，預

計將運用BNPL進行3068億美元的電子商務採購，高於2020年的972億美元。

在未來十年內，根據各種法規的影響，BNPL趨勢將繼續擴展到其他垂直領

域。FIS預測BNPL將利用其品牌資產和強大的客戶忠誠度擴展到其他金融服務

領域，例如，瑞典全球支付和購物服務商Klarna宣布將在德國開設消費者銀行

帳戶。 資料來源：FIS Worldpay 2021年全球支付報告

至2024年使用「先買後付 (BNPL)」將成長兩倍



世
界頂級足球明星、阿根廷足球名將梅西（Lionel 

Messi）正式投效巴黎聖日耳曼隊（PSG），球團證

實，梅西的部分薪酬是以加密通貨——「巴黎聖日耳曼隊

粉絲代幣（PSG fan token）」支付。

梅西是2020 年收入第二高運動員
現年34歲的梅西，從13歲起就一直為巴塞羅那俱樂部

（Futbol Club Barcelona，簡稱巴薩Barça）踢球，期間，

他六次獲得歐洲最佳射手金靴獎和國際足聯年度最佳球員

獎，並率巴塞羅那隊贏得了4次歐洲冠軍聯賽冠軍和10次

西甲冠軍。

《Forbes》雜誌曾經報道梅西2020年收入高達1.3億美

元，是2020年收入第二高的運動員。但是，依西班牙聯賽

的公平競爭規則，巴塞羅那隊承認無法繼續支付高額工資

費用，被迫放走了梅西。

體育史上首次以代幣支付薪酬

34歲的梅西與巴黎聖日耳曼隊簽下兩年合約，並有

第三年續約的選擇權，年薪為4,100萬美元加獎金，以及

3,000萬美元簽約金。依據巴黎聖日耳曼隊透露，梅西的薪

酬包括加密通貨「巴黎聖日耳曼隊粉絲代幣」。巴黎聖日

耳曼隊雖未透露加密通貨占整體薪酬比重，但表示梅西獲

得「大量」代幣。這是體育歷史上還是首

次以代幣支付薪酬。

巴黎聖日耳曼隊表示，以加密通貨支

付梅西部分薪酬，是全球體壇「最創新和

前衛」的舉動。巴黎聖日耳曼隊2020年1月

與加密通貨平台Socios.com合作設立粉絲代

幣，目的是協助球隊吸引新的粉絲社群。

先前市場盛傳梅西即將加入巴黎聖日

耳曼隊，帶動PSG粉絲代幣在短短五個交

易日就狂飆130％。與梅西簽約當日PSG粉

絲代幣衝上60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如同比特幣和其他加密通貨，粉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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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體壇新頁
粉絲代幣獎勵方式
阿根廷球星梅西（Lionel Messi）正式加盟法國最成功的足球俱樂部巴黎聖日耳曼隊（PSG），

部分豐厚薪酬將以大量PSG粉絲代幣支付，讓這位世界頂級足球明星成為加密資產的擁有者，也是
全球體壇「最創新和前衛」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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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也能在虛擬通貨交易所交易，同樣擁有價格劇烈波動的

特性，不過粉絲代幣的價格與球賽結果無甚關聯。

巴黎聖日耳曼隊合作長阿姆斯壯（Marc Armstrong）

在聲明稿表示，與Socios.com合作和設置粉絲代幣，為

球隊吸引新的全球觀眾，並創造巨大的數位收入來源。

Socios.com執行長德雷福斯（Alexandre Dreyfus）表示，粉

絲代幣讓巴黎聖日耳曼隊獲益匪淺，其他球隊也可仿效巴

黎聖日耳曼隊，用粉絲代幣來支付球員薪水。

粉絲代幣氣勢如虹

2018年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就成為世界上首批與著名

體育區塊鏈平臺 Socios 合作推出粉絲代幣的體育巨頭之

一。2020年1月PSG粉絲代幣正式推出。Socios是一個流行

的基於區塊鏈的粉絲參與平臺，旨在探索將俱樂部與粉絲

聯繫起來的獨特方式，其運營商是專注體育領域的全球知

名區塊鏈公司 Chiliz。

2021年1月，Socios與義大利AC米蘭俱樂部合作，為

粉絲們推出了ACM加密代幣。AC米蘭的發言人表示，推

出粉絲代幣是一項戰略舉措，旨在增強其數字影響力，並

「更貼近」粉絲。

英超龍頭「曼城足球」發$CITY球迷幣
繼與尤文圖斯、AC米蘭、巴賽隆納、巴黎聖日耳曼

等足球隊伍合作，讓其能發行專屬代幣之後，粉絲代幣發

行平台Socios.com又公布了與曼城足球（Manchester City）

合作推出代幣$CITY的消息。

目前只要在俱樂部官網Cityzens註冊的球迷都可以獲

得一顆免費的$CITY，根據俱樂部官網的公告，$CITY代

幣的目的是為了讓曼城的全球粉絲群建立新的數位互動層

次，使他們與自己喜歡的俱樂部更加親近。

$CITY代幣讓粉絲如今可以藉此獲得 VIP 獎品、促銷

品和具AR（Augmented Reality）技術的產品，除此之外也

可以在Socios平台上的社群意見調查中進行投票。

曼城足球也與數位娛樂公司Animoca合作，將在未來

推出區塊鏈遊戲和收藏品。近年許多運動產業都有跨足數

位收藏品的趨勢。

加密幣商變米蘭足球隊夥伴

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義大利甲級足球聯賽常勝

軍國際米蘭隊球衣上最顯眼的位置，一職都是印上贊助商

倍耐力輪胎（Pirelli）的商標，但在本賽季這個位置將換

成加密幣交易所Socios.com，凸顯加密貨幣產業的影響力

與日俱增。

依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Socios.com將成為國際米蘭

隊的贊助商，雙方雖未公布這紙贊助合約的價碼，但體育

和加密產業的企業高層表示，這類贊助合約持續增加，有

些價碼一年可達七、八位數，多少可彌補因疫情而損失的

門票與轉播收入。

歐洲足總（UEFA）表示，歐洲職業足球球會因新冠

疫情而損失的收入將達90億歐元，重創各球會的資產負債

表。相較下，因為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價格上漲而大發利

市的加幣業者，很樂意為這些球會填補資金缺口。

加密貨幣將成主流投資資產

隨著加密幣和區塊鏈技術快速發展，這個剛萌芽產業

的幕後公司正陸續投入體育贊助，以加速完成這十年來的

目標，成為主流投資資產。例如，今年6月一級方程式賽

車（F1）將數位錢包公司Crypto.com納入贊助商名單，知

情人士表示，這筆交易的價碼高達一年3,000萬美元。

依據FanTokenStats數據顯示，目前所有加密資產交易

平臺的 fan token 市場總價值達到了2.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

增長了 900％。據聞，粉絲代幣在2021年為Socios的合作俱

樂部們合計創造了近2億美元收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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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召開的第4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審查2020年

和2021年提出的39個候選名單，最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的「世界遺產」名單又新增了9個重要遺

蹟，包括法國的「燈塔之王」、沙烏地阿拉伯的希馬岩畫

（Hima）、歐洲SPA療養勝地、伊朗縱貫鐵路、印度濕婆

神廟以及西班牙的麗池公園等。

Variety 世界萬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今年新增了九個重要的「世界遺產」，然而當過度開發或是未
盡保護之責，仍是會有被除名的風險，如利物浦海事商城、義大利威尼斯、澳洲的大堡礁，以及英

國巨石陣等。但最悲傷的莫不過是天災人禍下被破壞的世界遺跡。

英國利物浦海事商城「過度開發」遭除名

此外，第4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決議，要將英國利物浦

海事商城（Maritime Mercantile City）從《世界遺產名錄》

中移除。這是繼德國德勒斯登易北河谷、阿曼阿拉伯羚羊

保護區之後，第三個被除名的世界遺產。

利物浦在2004年成為世界遺產，利物浦海事商城在大

英帝國的發展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見證了18、19到20

天災人禍下的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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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世界遺產今年新增9個重要遺蹟

國家 新世界遺產 特色

沙烏地阿拉伯
希馬（Hima）文化區成為沙烏地阿

拉伯第6個世界遺產 

該遺址的岩畫規模全球數一數二，位於古阿拉伯商隊路線上，沿途超過34處地

點可見到包括岩石碑文和水井等文物。

由奧地利、比利時、捷克、

法國、德國、義大利及英國

等11個城鎮組成

「歐洲SPA療養勝地」（The Great 

Spa Towns of Europe）

UNESCO稱這群歐洲溫泉城市體現了人類價值觀與醫學發展、科學和浴療重要交

流。

法國
有「燈塔之王」美譽的哥杜昂燈塔

（Cordouan beacon）

這座建於16世紀末的燈塔坐落在法國西南方，世界遺產委員會形容其是「航海

信號的傑作」，體現了燈塔建築與工藝史上的偉大階段。

德國

達姆斯塔特（Darmstadt）瑪蒂爾

德高地（Mathildenhohe）的達姆

斯塔特藝術村（Darmstadt Artists' 

Colony）

是早期現代主義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試驗，如今是現代建築、都市計畫以及地景

設計的表徵。

義大利

帕多瓦14世紀濕壁畫群坐落於帕多

瓦（Padua）老城區的8個宗教和世

俗建築群

內有西元1302至1397年間，由不同藝術家為不同資助人在各個不同作用建築內

創作的濕壁畫，但整個壁畫群卻維持著統一的風格和內容。

中國
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

心

由22處代表性古蹟遺址及其關聯環境和空間構成，UNESCO稱遺址群體現了泉

州在宋元時期作為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活力。

印度

倫 加 納 邦 的 卡 卡 提 亞 王 朝 濕

婆神廟（Kakatiya Rudreshwara 

（Ramappa） Temple）

這座砂岩神廟始建於公元1213年，據信施工持續了約40年。高藝術水準的雕塑

展示了當地的舞蹈習俗及卡卡提亞文化。

伊朗 伊朗縱貫鐵路

該鐵路聯通該國東北部的裡海和西南部的波斯灣，穿越2座山脈以及眾多河

流、高原、森林和平原，跨4個氣候區，全長1394公里，始建於1927年，於

1938年竣工，以其規模和克服陡峭路線和其它困難所需的工程而聞名。

西班牙
普拉多大道和麗池公園，藝術與科

學的景觀之地

占地200公頃、位於馬德里市中心，體現18世紀開明專制主義時期對城市空間

和發展的新理念，藝術和科學領域的建築與工業、醫療保健和研究用途的建築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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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的世遺危機——古奧林匹亞遺址

位於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古奧林匹亞遺址，被認為

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發源地，為知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之

一，其歷史可追朔至西元前776年。

但地中海及愛琴海沿岸地區今年夏天受到破紀錄高溫

影響——希臘一度出現47度——土耳其、希臘、義大利、

西班牙等地都發生了嚴重野火肆虐的情形。不只威脅居民

的家園與生命安全，也使得不少考古遺址處於危險之中。

戰亂下的文化悲歌——阿富汗巴米揚大佛

阿富汗位於東西方的交界地帶，有「中亞的十字路

口」之稱，歷史遺產異常豐富，除了佛教，拜火教、基督

教、猶太教、印度教也蓬勃發展，西元7世紀時，伊斯蘭

教亦開始在當地傳播。阿富汗作為中國經印度連結伊朗的

「絲路」幹道，處處皆有古城、修院和驛站的遺跡，義大

利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前往拜訪元朝皇帝忽必

烈的路上，也曾駐留此處。

然而，塔利班抱持伊斯蘭基本教義，否定所有人類和

動物圖像，也排斥伊斯蘭教之前的歷史。因此，塔利班於

2001年3月摧毀了建於西元6世紀的巴米揚大佛（Buddhas 

of Bamiyan）。

此外，2018年巴西國家博物館在火災中毀掉約九成的

收藏、2019年

被大火吞噬的

巴黎聖母院

等，最悲傷的

莫不過是天災

人禍下被破壞

的世界遺跡。

華

世紀初世界主要貿易中心的發展歷程。早在18世紀，利物

浦就發展為重要的商業港口，當時也是跨大西洋、從北歐

到美洲奴隸貿易的主要轉繼點。

然而，利物浦議會來通過多項開發案，導致城市內的

歷史建築開始進行不必要的拆除工程與破壞。特別是利物

浦的三女神（Three Graces），由三棟面向港岸的歷史建

築，於1908年建造、1911年開放，其雄偉的設計象徵著利

物浦的國際聲望與商業實力。

然而，2013年有三座建築緊鄰三女神落成，這座被稱

為Mann Island的建築猶如三個笨重的黑色積木，《衛報》

表示，這三個「棺材」可說是掠奪了當地的海濱景觀。

UNESCO認為，這項開發導致利物浦濱水區惡化到幾乎失

去特色、並產生不可逆的損失，而碼頭旁的體育場則將讓

其歷史價值在現況下進一步惡化。

威尼斯、大堡礁都被列入瀕危 
除了被除名的利物浦海事商城以外，義大利的「水

都」威尼斯以及澳洲的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也正被

UNESCO列為瀕危的世界遺產，並面臨除名的威脅。

大堡礁在1981年就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但在過去30

年間有超過一半的珊瑚消失，甚至在過去5年出現3次大規

模珊瑚礁白化事件。

威尼斯在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非凡的建築

傑作」為由，列為世界遺產，但UNESCO在6月也表示，

威尼斯的「過度觀光」讓這個世界遺產也應列入瀕危名

單，雖然疫情大幅減少觀光人次，但威尼斯應該採取更佳

永續、且多元的觀光及經濟型態。為挽救威尼斯的美譽，

義大利國會通過新措施，自今年8月1日起禁止大型郵輪進

入威尼斯中心區，以保護當地生態系統。

英國巨石陣恐被世遺除名

列為世界遺產名錄的巨石陣，是遊客到訪英國避去的

景點之一，然而英當局計畫在附近興建隧道，使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警告將在明年將巨石陣列為「瀕危

世界遺產」，恐遭世界遺產名錄除名。組織也表示，將更

嚴格審視英國其他31個世界遺產。

▼巴米揚大佛是

曾經坐落在阿富

汗巴米揚谷內山

崖上的兩尊立佛

像，建於公元六

世紀作品。



  

中韓兩國先前因為「泡菜」名稱發生爭議，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正式提出統一的譯名，將韓國

泡菜「 」（Kimchi）的中文正名為「辛奇」，避免與中國四川泡菜混淆。

為
了避免與中國四川泡菜混淆，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於7月宣布，將韓國泡菜（Kimchi）的中文譯名正

式定為「辛奇」。

由於漢語中沒有Kim或Ki這樣的音節，無法準確的音

譯，韓國農林畜產食品部於2013年對4,000多個漢語詞彙的

發音分析，比對中國大陸八種方言的讀法，並徵求韓國駐

華使館專家的意見，最後提議將Kimchi翻譯成「辛奇」。

依據韓聯社報導，在今年初對16個候選譯名進行的研

討中，考慮到「辛奇」與韓語原文發音相似，且讓人聯想

起辛辣、新奇的意涵，被選定為合適的譯名。

四川泡菜與韓國泡菜之爭

四川泡菜（Paocai）在去年正式獲取國際化標準組織

ISO製作標準化工藝的認證，引發韓國的不同意見。依據

《韓國先驅報》消息，韓國農業食品及偏遠地區事務部表

示，中國所獲國際ISO認證的泡菜製作工藝是屬於另一種

泡菜。ISO的成員國中只包括中國、土耳其、印度、伊朗

和塞爾維亞五個國家，韓國並不包括在內，所以該認證

「paocai」的文件在韓國並不適用。

此外，韓國農業部表示，「泡菜」已經構成了韓國飲

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過去二十年裡，其製作過程已

經在國際上獲得了認可。早在2001年時，聯合國下屬的糧

食及農業組織（FAO）已經正式認證了泡菜的工業標準，

規定了配料成分、食品添加劑及產品名稱。

中國與韓國網友過去曾就泡菜、韓服等的發源地問題

而出現爭拗，引發網路論戰，讓「泡菜」的譯名成為爭論

焦點。2013年，韓國為申請世界遺產，曾將韓國泡菜中譯

名改為「辛奇」，以將其與中日泡菜區別開，但由於「辛

奇」的說法在中國大陸的普及效果並不理想，所以韓國

2014年又將「辛奇」改回為原名「泡菜」。

日本泡菜是自古流傳可耐久保存的食物

說到泡菜，也別忘了還有日本泡菜及台式泡菜。將食

材放入鹽、米糠或醬油等進行醃漬，以增加貯藏時間的加

工食品就是日本泡菜。日本的泡菜多種多樣，大白菜、牛

蒡、白蘿蔔都可以醃漬當作小菜。台式泡菜則做法簡易，

高麗菜、鹽、糖、醋為必要材料，酸酸甜甜脆脆的高麗菜

配著臭豆腐吃，可謂一絕。

德國豬腳不可缺的配角——德國酸泡菜

泡菜這類的發酵食物不只亞洲有，歐洲國家也常見。

如吃德國豬腳不可缺的配角——「德國酸泡菜」，一般將

大白菜切絲，加鹽讓白菜出水之後擠乾水分，就直接放入

瓶子中等待發酵即可。食用德國酸泡菜時可以加點粗胡

椒，自然生成的酸味與德國豬腳、香腸一起吃都很對味。

美味才是關鍵

其實不論哪裡的泡菜，「美味」對於多數人來講才是

關鍵要素，尤其不同口味的泡菜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擁有

各自的愛好者。華

Variety 世界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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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泡菜Kimchi
中文正名為「辛奇」



 

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新法，規定只有俄國產的香檳才能用「香檳」（Shampanskoye）名稱在俄
國銷售。此舉引發堅持只有在香檳區產的香檳才能稱為「香檳」法國的不滿。看來法國與俄羅斯的

「香檳」之爭，似乎也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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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氣泡酒市占率最高的酩悅．軒尼詩-路易．

威登集團（LVMH Moët Hennessy Louis Vuitton）宣布暫

停出口香檳至俄羅斯，該公司將尊重當地法規，於進

行調整後盡快恢復出口。其旗下香檳品牌有凱歌香檳

（Veuve Clicquot）、慧納香檳（Ruinar）、 梅西耶香檳

（Mercier）、庫克香檳（Krug）和唐貝里儂香檳（Dom 

Pérignon），都是香檳的極品。

法國香檳堅持，香檳僅產自香檳區

法國香檳的產區名稱受到法律明文保護，產業公會

「香檳委員會」的網站載明：只有來自法國香檳區，並且

使用特定釀造工藝的氣泡酒，才能被稱之為「香檳」。

香檳受到法國原產地命名控制（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簡稱AOC）標誌的保護，AOC標明產區，必須

遵守特定的生產和加工規則，且在120個以上國家受到法

律保護。

限定3種葡萄釀造，法國年產2億多瓶香檳
法國有1萬6200家香檳葡萄酒莊和360家香檳大廠商，

每年生產大約2億3100萬瓶香檳。法國香檳年產值約42

億歐元，其中出口占了26億歐元，英國和美國是最大出

口地。俄國每年進口近5000萬瓶氣泡酒，法國香檳占了

13％，酩悅軒尼詩的香檳僅占2％。

香檳的特色就在於那綿密細緻的氣泡，但在釀造初

期，釀酒商時常出現酒瓶爆炸的窘境，一直到1668年，法

國修道士唐培里儂Dom Perignon，解決這個問題。香檳在

法國歷史悠久，現在被俄羅斯法令抹殺，也難怪法國酒商

氣得跳腳。華

法
國香檳產地堅持只有在香檳區產的香檳才能稱為

「香檳」（champagne），禁止國外酒莊用這個

名稱。但俄羅斯總統普丁2021年7月2日簽署新法，規定

只有俄國產的香檳才能用「香檳」（Shampanskoye）名

稱在俄國銷售，非俄國產的都要在瓶子後面標註氣泡酒

（sparkling wine）。法國香檳酒協會（CIVC）針對俄羅

斯新法發佈聲明表示憤怒，該協會兩位理事長Maxime 

Toubart及 Jean-Marie Barillère指稱香檳字樣為共同重要資

產，應加以保護，並譴責俄羅斯新法未能保障俄消費者就

酒類來源及特性的資訊正確與透明性。

平價蘇聯香檳，在史達林執政時期誕生

俄國國產「香檳」其實是前蘇聯的產物，以前稱為

「蘇聯香檳」（Sovetskoye Shampanskoye ），是1930年代

史達林執政時期生產的便宜氣泡酒，用意是讓普羅大眾都

能喝到精英階級喝的香檳，相當受歡迎。

依據法媒指出，法俄雙邊就「香檳」字樣使用權爭

議已久，因俄羅斯當地慣稱氣泡酒為「香檳」，且自至

蘇聯倒台後，多家當地酒廠仍以「蘇聯香檳（Sovetskoye 

Shampanskoye ）」持續生產價格低廉之氣泡酒。

俄羅斯進口香檳，13％來自法國
據法國《世界報》報導，俄羅斯一年從外國進口約

5,000萬升香檳，其中13％來自法國。此外，依據法國香檳

酒協會CIVC 2020年出口統計資料，法國出口俄羅斯香檳

達180萬瓶，出口金額3,500萬歐元，為第15大出口國；法

國香檳最大出口國為美國及英國，出口額分別達5億100萬

及3億3,800萬歐元。

法國與俄羅斯的
「香檳」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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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植物有興趣的朋友，到英國除了參觀皇家植物園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外，也
別忘了在諾森伯蘭郡的「安尼克花園」。裡面有特別的一區，所種的植物和花朵，全部都帶有致命

毒素。要是遊客不依指引，可能在吸一口香氣就隨即死於花下，被民眾稱為「世界最毒花園」。

座
落在英格蘭與蘇格 蘭 交 界 的 諾 森 伯 蘭 郡

（Northumberland）中，有個非常特殊的花園「安

尼克花園（Alnwick Garden）」，其特殊的地方除了它曾

經隸屬於阿尼克城堡的附屬花園外，另外就是園內有一個

「世界最毒花園（The Poison Garden）」，園內種了約百

種「有毒、致人中毒，及有麻醉作用」的植物。遊客參觀

必須全程穿防護衣，並由專人帶領，禁止嗅聞、觸碰或品

嘗園區內任何植物。

這些植物可以致命

這座毒花園的鐵門以骷髏頭裝飾，上面還寫著「這些

植物可以致命（These plants can kill）」，去年夏天，據報

導有七人在穿過花園時吸入有毒煙霧而昏倒。

在這座毒花園中到底有哪些植物，依據英國《鏡報

（the mirror）》報導中指出，在毒花園中可以看到綻放著

藍色花朵的烏頭（Monkshood）它的莖、葉及漿果都能致

命。其他還包括會產生氰化物的月桂樹，以及汁液會使皮

膚被陽光照後灼傷，甚至起水泡長達7年的大豕草（giant 

hogweed）。

其他的報導中，甚至提其在毒花園中有著古代常用於

暗殺的蓖麻，根據資料顯示，蓖麻種子含有劇毒，有著現

今植物種子中最高的毒力，是眼鏡蛇毒的2倍，在過去曾

經被致造成生化武器。

希望能讓民眾更加理解有毒植物

目前安尼克花園屬於諾森伯蘭公爵夫人所有，在二次

大戰時，該處花園被捨棄、改為種植食用植物，戰後才開

始逐步恢復，當時諾森伯蘭公爵夫人在參觀義大利帕多瓦

植物園（The Botanical Garden Padua）後就獨排眾議，捨棄

一般的藥草園，而是種植有毒植物。花園佔地 14 英畝，

每年吸引超過 600,000 名遊客，使其成為北英格蘭最受歡

迎的旅遊景點之一。

安尼克花園園長瓊斯 （Trevor Jones） 表示，其實在

毒花園中，有很多植物都廣泛地出現在一般花園中。設立

毒花園的目的，其實也是希望能讓民眾更加理解有毒植

物。但瓊斯也表示，他也時常看到旅客參訪結束後，表示

想在自家的花園中種植有毒植物，因此他奉勸大家，千萬

不要在自家花園中隨意栽種，以免中毒。

 

世界上第一個植物園：義大利帕多瓦植物園 
啟發諾森伯蘭公爵夫人改種有毒植物的義大利帕多瓦

植物園（The Botanical Garden Padua）是最古老的花園，建

於1545年，作為藥用植物教學的實習基地而建立的，到了

1834年園內收集了16000種植物。

中世紀時的義大利，人們只是簡單地從大自然中採集

單一品種的草藥用於治病，這種單一純粹的方式也直接影

響到植物園的物種，所以帕多瓦植物園當時也只是一個藥

用植物園。隨後不斷引進世界各地的物種，特別是從那些

與威尼斯共和國有著密切往來的國家和地區。此後的幾百

年中，植物園又增添了一些其他設施，其中包括建築設施

和實用設施，並建起了一個圖書館、數個實驗室和植物標

本箱。帕多瓦植物園漸漸地在介紹物種和植物研究方面擔

當起重要角色。

幾百年來，植物園持續是科學研究的基地。1997年，

帕多瓦植物園因其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而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華

Variety 世界萬象

全球最「毒」花園在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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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計畫在2025年開始全面取消傳統市話服務，所有家庭及企業未來都必須透過VoIP形式
撥打電話，或是改用手機通話。此意味屆時將有數百萬顧客被迫上網或用智慧手機才能打電話，通

常不擅使用新科技的長者、買不起網路的家庭和訊號微弱的偏遠地區居民，權益恐會受損。

權益，但因為目前透過市話提供的公共服務都已經與手機

通訊網路整合，英國政府未來仍需重新建置VoIP形式的公

用電話等等，但這些成本卻絲毫不影響英國官方積極推動

數位通訊發展的決心。

從2025年之後取消市話服務的決策，雖然是由英國政

府主導，但最大獲益者其實是持續維護市話服務的電信業

者，同時也能以此全面推動網路應用服務，進而打造數位

化轉型目的。

Openreach 運營全英國大部分的電線和電纜基礎設

施，幾個月來一直在與企業合作以確保他們做好準備。

該公司的目標是到2026年底在2500萬個家庭中安裝超高速

全光纖寬頻，以提供更可靠的服務。擁有自己的電纜的 

Virgin Media 也努力在2025年將其家庭電話服務切換到光

纖寬頻網絡。Ofcom 表示正在努力確保弱勢客戶獲得他們

需要的所有支持。華

為
了加速推動數位轉型，英國政府近年不僅鼓勵各類

新創發展、積極佈局包含5G行動網路等下一代網路

技術，日前更為了促進網路應用蓬勃，計畫在2025年開始

全面取消傳統市話服務，未來將主推以網路傳遞的數位語

音通話。

英國仍有50萬個家庭未持有手機
英國監理機構Ofcom研究指出，目前英國境內仍約有

150萬個家庭未使用任何網路服務，甚至約有50萬個家庭

未持有手機，其中包含維持使用市話聯繫的獨居老人，或

是特定僅設置市話提供聯繫企業、店家，相較英國目前人

口總數約在6817萬人，維持使用市話的比例其實相當低，

因此促使英國政府希望全面取消傳統市話使用模式，藉此

加快網路數位化轉型。

但是，全面取消傳統市話會構成其他問題，例如使用

者是否願意全面改用手機聯繫，或是額外付費更換支援

VoIP形式通話的電話機種。這次變革也將影響依賴市話的

公共服務，如警報系統、電梯緊急電話、電話亭等。此

外，取消傳統電話服務的決定，也讓市場擔心透過網路電

話進行詐騙的比例持續攀升，若不法份子藉此鎖定年長老

人進行詐騙，日後也會產生不少問題。

由於擔心停電或互聯網中斷可能使家庭陷入困境，

Ofcom 強調電信提供商有義務確保所有家庭都能獲得緊急

服務。 這意味著公司可能需要為客戶提供免費的手機或電

池組。

最大獲益者是電信業者

儘管取消傳統市話服務，可能影響依賴市話的使用者

英國2025年
全面停用傳統市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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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架專用相機，讓研究人員對不同形式、年代及尺寸的藝

術品展出試驗新技術，重點是不會侵犯館內遊客的隱私。

研究人員費里艾尼說：「這些簡單的數據經過精密分

析後，可把觀賞者對藝術品的凝視化為圖表，偵測出觀賞

者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何處。」

參觀者注意力只有4到5秒
多虧了這項技術，研究人員已經對感知藝術和與藝術

互動的方式有了驚人的見解。ShareArt跟蹤了有多少觀眾

在一件藝術品前駐足，以及他們看了多長時間。但發現，

很少有作品能讓博物館或畫廊的參觀者注意超過15秒，平

均觀察時間只有4到5秒。

優化展覽路徑及藝術品擺放方式

參觀者觀察的方式、他們如何到達藝術品以及他們觀

察了多長時間有助於博物館館長更好地了解參觀者的行

為，研究人員通過收集和處理大量數據對欣賞感知的動態

有更深入的了解。

收集到的數據對於博物館運營商來說是寶貴的信息財

富，通過分析具體數據可以突出優勢和可能的關鍵問題，

評估改進以最大限度地關注藝術品並優化展覽路徑，然後

衡量所採取行動的效果。

藝術與科技的融合

過去，MIT CSAIL研究人員開發一個機器學習系統，

Timecraft，可模仿著名畫家的風格，演繹出一幅油畫是如

何產生的，並重新創建可能的筆觸。此外，Google 的 AR 

Pocket Gallery 更將全球博物館畫作裝進大家的手機中。而

ShareArt工具，就是藝術與科技融合的最新例子。華

義大利博物館和美術館正敞開大門，迎接觀光客回流。現在他們運用新的數據計畫，幫助博物

經營者了解哪些畫作和雕像可能成為館內最大的賣點。

Variety 世界萬象

義
大利博物館和美術館正敞開大門，迎接觀光客回

流，設法賺回去年因閉館損失的1.9億歐元相關收

入，他們現在還利用新的數據計畫，幫助博物經營者了解

哪些畫作和雕像可能成為館內最大的賣點。

透過ShareArt，收集畫作觀察者行為的數據
義國新科技局ENEA的研究團隊，研發出一套追蹤系

統ShareArt，通過靠近藝術品的攝像鏡頭，系統會自動檢

測面向藝術品的人臉，獲取有關觀察者行為的數據，例如

接近的路徑、觀察者人數、觀察時間、觀看者關注方向和

距離、性別、年齡，從中獲得幾個數據指標來評估藝術作

品的照明和放置方式。此外， ShareArt 還可以透過驗證口

罩的正確使用和訪客距離，以提醒訪客遵守規則，從而提

高博物館的安全性.

研究團隊表示，這有助博物館和美術館定義特定藝術

品的吸引力價值，並能幫助他們調整藝術品的擺設與和策

展規畫。

ENEA研究人員施比諾蒂早在2016年就提出ShareArt這

個構想，但直到近幾周才推出並用於現場試驗，跟隨政府

全面開放博物館與美術館的決定。

ShareArt正與波隆那博物館協會合作一項計畫，出動

義大利博物館策展 
導入大數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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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midia），一個從現今的阿拉斯加一路延伸到墨西哥

的島嶼大陸，並在南達科他州的古老平原中死亡，地質學

家比爾（Walter W. Stein Bill）2014年5月發現了它，並被送

往義大利修復。

「大約翰」高達8公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三

角龍化石，預計在10月21日在巴黎的拍賣會上能拍出120

萬歐元至150萬歐元的價格。

加拿大發現9億年前海綿化石，是最古老的動物化石
依據路透社報導，研究人員於加拿大西北地區

（Northwest Territories）崎嶇的山區發現棲息在由細菌形成

原始礁石的海綿化石，這些距今約8億9000萬年前的海綿

化石，可能讓人窺見動物在地球上的渺小起源。

加拿大研究人員表示，這些可追溯至新元古代

（Neoproterozoic）的化石，身體微結構似乎與類似現今存

在的地中海浴用海綿或沐浴角骨海綿（Spongiaofficinalis）

種類的深海海綿不同。

若解讀正確，這些可能是最古老的動物化石，較之前

發現的化石早了約3億年。華

新疆哈密首次發現大型恐龍化石，並確立兩個恐龍新屬種：「中國絲路巨龍」和「新疆哈密巨

龍」；具有6600萬年歷史的巨型三角龍化石骨架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三角龍化石，也將在近期

將舉行拍賣；加拿大發現9億年前海綿化石，是最古老的動物化石，可能讓人窺見動物在地球上的渺

小起源。

中
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新疆哈密首

次發現大型恐龍化石，並確立兩個恐龍新屬種：

「中國絲路巨龍」和「新疆哈密巨龍」。

新疆哈密「翼龍伊甸園」 首次發現大型恐龍化石
中國絲路巨龍所保存的10∼15節的6聯頸椎的總長度

達到3公尺左右，保守估計，其身形至少有20公尺。科學

家們還在中國絲路巨龍頸椎化石旁發現一截哈密翼龍的下

頜骨。這說明這些大型恐龍與哈密翼龍曾共同生活在約1.3

億年至1.2億年前白堊紀的天空和陸地上。

新疆哈密巨龍保存的是4∼10節的7聯尾椎，單個長度

從210公釐到320公釐，據此推測其體長約達17公尺。科學

家根據化石特徵將其進一步歸為巨龍類（Titanosauria）。

中新社指出，自2006年以來，科考隊連續十多年在哈

密戈壁進行科考工作，證實這一地區是世界上分布面積

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龍化石產地，上億數量級的翼龍曾經在

這裡繁衍生息，是名副其實的「翼龍伊甸園」。相關證據

表明，新疆哈密數量巨大的翼龍曾經歷多次白堊紀湖泊風

暴，導致其集群死亡並被快速埋藏。

完整度超高、史上最大三角龍化石將拍賣

一座具有6600萬年歷史的巨型三角龍化石骨架近期將

舉行拍賣，目前估價介於120萬至150萬歐元間。拍賣商

「Binoche et Giquello」表示，這個綽號為「大約翰」（Big 

John）的標本的頭骨長2.62公尺、寬2公尺，而其兩個最大

的角長1.1公尺，寬超過30公分，並能夠承受16噸的壓力。

據 悉 ， 這 隻 三 角 龍 生 活 在 拉 臘 米 迪 亞 島

新疆哈密是
「翼龍伊甸園」

▼新疆哈密巨龍（Hamititan xinjiangensis gen. et sp. nov.）。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紅遍了中國大陸，也唱紅了「可可托

海」。歌詞是 :「那夜的雨也沒能留住你，山谷的風它陪著我哭泣，你的
駝鈴聲仿佛還在我耳邊響起，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我釀的酒喝不醉我自

己，你唱的歌卻讓我一醉不起，我願意陪你翻過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辭

而別還斷絕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他們說你嫁到了伊
犁，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拉提，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

甜蜜。氈房外又有駝鈴聲聲響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妳，再沒人能唱出像

妳那樣動人的歌曲，再沒有一個美麗的姑娘讓我難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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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錦｜圖‧文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風景區

的野花遍地。

美麗的愛情傳說 

北疆可可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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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托海具有了豐富多樣的科學內涵和美學意義。這些地質

遺產具有世界罕見的珍稀價值，2017年5月，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批准新疆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列入世界地質公園

名錄。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地處新疆東北部的富蘊縣境

內，總面積788平方公里，由世界地震博物館之稱的卡拉

先格爾地震斷裂帶、北國江南之譽的可哥蘇里湖、中國第

二寒極伊雷木湖、以及著名的額爾齊斯大峽谷四大部分組

成。由於特殊的地質構造、風雨侵蝕和流水切割，可可托

海形成許多深溝峽谷，成為集山景、水景、草原、奇石、

溫泉等奇觀於一體的自然景觀區。這裡不僅是新疆的「冷

極」地區，也是全國少有的「寶石之鄉」，還是世界罕見

的「天然礦物陳列館」。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的主景區為562.5平方公里，卡

拉先格爾景區56.5為平方公里。可可托海花崗偉晶岩稀有

金屬礦床、富蘊斷裂帶地震遺跡、和額爾齊斯河花崗岩地

貌等構成公園的三大主要地質遺跡類型。園內的三號礦為

世界級的花崗偉晶岩礦床，發現礦物有84種之多，被譽為

天然礦物博物館，與世界上同類礦脈相比，三號礦脈中的

鈹資源儲量居世界第一。

額爾齊斯河是公園內唯一水系，源於阿爾泰山南麓，

自北向南轉西穿過可可托海鎮、庫額爾斯鎮，經哈薩克匯

這
是一首關於牧羊人和養蜂女的愛情故事的歌曲，描

寫追逐草場更替趕著羊群草場為家的牧羊人，愛上

了追隨著花開花落駝隊駝著蜂箱哪裡開花哪裡就是家的養

蜂女。兩個漂泊的人在草原野花盛開的季節相遇，善良的

牧羊人覺得女人不容易，經常送一些羊奶過來，而養蜂女

也會把蜂蜜放到牧羊人的氈房門口，在這個花開草長的季

節，兩顆漂泊的心也漸漸互生了愛意。可是⋯⋯，悲涼的

愛情故事總是以沒有結局作為結局，才能傳頌很久⋯⋯。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與女騎警

實際上的「可可托海」是有很多牧羊人，也有很多養

蜂的人家，但是有沒有過這麼動人的愛情故事，我就無從

可考了。2019年的九月，當我來到北疆的「可可托海國家

地質公園」遊覽時，我還沒聽到這個動人的美麗愛情故

事，但卻看到了一些別的地方沒有的美麗風景線。我們看

到的牧羊人是騎著摩托車的，不是騎馬的，感覺上沒有那

麼浪漫。倒是我們在進入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時，看到

了公園裡的「女騎警」，她們騎在馬上的英姿，讓所有遊

客眼睛一亮。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是中國第一個以典型礦床和礦

山遺址為主體景觀的國家地質公園，加上獨特的阿爾泰山

花崗岩地貌景觀，和富蘊大地震斷裂帶的地質遺跡，使可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的女騎警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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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冰洋，是中國唯一屬於北冰洋水系的河流。流經富蘊

縣境內長230公里，流過公園內長約30公里。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以獨特的花崗岩石峰，和圍繞

它的寒溫帶森林，以及疊石湍流的額爾齊斯河，組成具有

鮮明地域氣候特點，和地質特點的花崗岩地貌景觀而吸引

遊客。沿著額爾齊斯河兩岸，對峙著連綿排列的花崗岩山

峰，峰壁圓渾，形態多樣，這些山峰中以花崗岩奇峰「神

鐘山」最為奇特，孤峰傲立，峭壁插雲，懸崖逼水，為阿

爾泰山景之最。另有倒靴峰、駱駝峰、神象峰、飛來峰

等，一山一景，令人歎為觀止。 

可可蘇里湖被譽為北國江南

可可蘇里湖是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的兩個湖泊之

一，位於吐爾洪鄉23公里處，積水面積1.78平方公里，春

季乾旱多風，溫度變化大，夏季光照強、晝長夜短，秋季

秋高氣爽，晴天多，冬季嚴寒漫長，積雪厚。因候鳥喜歡

來此棲息，可可蘇里湖有北國江南之稱。

另一個湖泊為伊雷木湖，位於可可托海鎮西邊，南

北長約5至6公里，東西寬只有1至2公里，蓄水1.13億立方

米，最大水深為100公尺。伊雷木湖湖水清澈透明，夏季

氣候涼爽宜人，是夏天度假的好去處。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是我們這趟北疆之旅的最後一

站，我們是在遊玩喀納斯湖與禾木村之後，一早直接從布

爾津的旅館搭車趕往可可托海，途經卡拉先格爾地震斷裂

帶，中午在可可托海鎮吃過午餐後，先到可可蘇里湖遊覽

拍照後，再直奔可可托海的主景區。一進入公園就看到女

騎警，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跟女騎警拍照留念。之後，我們

▲額爾齊斯河花崗岩大峽谷景色優美。

Chineseland
神州大地

▼額爾齊斯河水流湍急。



孤峰傲立。神鐘山岩壁縫上生長著白樺樹、青松和西伯利

亞雲杉，景色十分壯觀。山腳下的額爾齊斯河水像翡翠一

樣在巨石間穿梭，繞過神鐘山腳絕塵而去。秋季時，神鐘

山峽谷兩側的紅葉染紅了整個峽谷，秋意盎然。

我們在可可托海地質公園裡遊玩了一下午，傍晚再搭

乘環保小巴士下山，到公園入口處的停車場換乘我們的旅

遊大巴士，前往富蘊縣城的旅館住宿一晚，次日搭車前往

烏魯木齊，結束了這趟行程豐富的北疆之旅。在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之下，已經有將近二年無法旅行了，讓我更

加懷念這一趟奇幻美麗的北疆之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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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去排隊搭乘公園裡的環保小巴士，進入公園景區遊玩。

環保小巴士沿著額爾齊斯河往山谷方向前進，中途可

以下車遊玩，然後再搭下一班小巴士到下一站，最後一站

是神鐘山站，到了這裡就必須完全用走路的方式遊玩。沿

途的白樺林、白楊林正在轉換顏色，從綠色變成金黃色，

景色甚為漂亮。到了神鐘山站，我們走路過橋，花了半個

多小時時間爬上神鐘山對面的山頭，從山腰上欣賞神鐘山

的全貌。

神鐘山又稱阿米爾薩拉峰，是一座狀如倒扣石鐘的花

崗岩奇峰，就在額爾齊斯河南岸平地而起，高351公尺，

作者簡介    吳宗錦

吳宗錦先生，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

館學系畢業，一九八三年移居美國，擔任《華商

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

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

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

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現

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長、南加州《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華商世界》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著作有：《錦繡神州》、《美國新

家園》、《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關鍵時刻》、

《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洋》、《青澀

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編有《世界

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

▲北國江南——可可蘇里湖一景。

▲可可托海國家地質公園造型似鐘的神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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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必須是活的，國學不能是死的，國學不是復活過

去，而是復興與修改過去、迎來明天。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

他認為，想要在西方強勢之下不被壓作一個次殖民

地，自立之道就是「我們的文化能夠繼續不斷地日新月

新，配合世界進化之潮流，配合人類共同社會出現的契

機」，在未來的全球文化之中扮演一個「相當的角色」。

婚姻就像炭火，要一直搧才不會滅！

——藝人．作家／陶晶瑩

她有一套自我與另一半和小孩相處的心法。她認為，

要先當個「有趣的女人」，充實自己，然後別忘了時時去

搧那盆如婚姻的炭火，愛情和婚姻就能一直維持熱度。

悲觀的人感歎寒冬，創業者眼中充滿機遇

——大宇無限創始人／丁吉昌     

減肥，就像離開一個你不喜歡的人！

——時尚創意總監／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
他說，如果說外表不重要，這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要培養孩子的創造力，就要容忍孩子犯錯誤。

——科幻作家／郝景芳     
他認為，給孩子一百次、一千次創造的機會，讓孩子

們從小就能像科學家一樣思考，像藝術家一樣創造。

找出自己喜歡做什麼，然後訓練自己的屠龍刀刀法，

然後，你要思考出自己的葵花寶典！

——知名作家、主持人／吳淡如

她認為，擁有自己的葵花寶典，就像一個高明的廚

師一樣，每天面對著差不多的雞鴨魚肉菜，就是可以烹

調出中西美味料理來。原料有限，廚藝無限。

獻給下一代的夢想家。如果我們能做到，想像你也能

做到。

——維珍銀河創始人／理查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
他與維珍銀河公司員工一起完成太空飛機試飛，飛

抵地球與太空交界，再成功降落回地面。當時他感性的

向所有的小孩子喊話，並直嚷著已實現童年夢想。

政治人物不要在政治領域中談文化，讓它在老百姓的

生活中自由滋長創造。

——中研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英時

他認為，文化是日積月累、一點一滴形成的，不是

一個人或政治力量可以維持或消滅。

孝順父母要在生前，而不是死後的拜祭！

           ——台灣前監察院長／王建

原諒他人的錯誤，不一定全是美德。漠視自己的錯

誤，倒是一種最不負責的釋放。

           ——知名女作家／三毛（本名陳平）



回憶過去，憧憬未來都很容易，而能夠懂得把握現

在，並得到領悟與力量那就難了。

——中國文學家／林語堂  

如果你不從共事的每個人身上偷學一些什麼，就真

的太蠢了。

——演員／湯姆漢克斯

這是他從事電影行業數十年所學習到的成功公式。

他認為，各種產業的各種工作的年輕人，準時到達，做

好應做的準備項目。這些事情或許看起來小，但都能讓

你更冷靜、更自信，也代表你尊重他人時間，展現你有

良好的組織能力、良好的工作倫理，是個靠得住的人。

回到家，你在，這就是個家；你不在，就只是個房

子。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他與夫人張淑芬伉儷情深，這句話是他當著媒體記

者的面前說的。

最高的領導力，是讓員工把最好的自己，帶入工作

中。

——領導力培訓專家／強納森．雷蒙德Jonathan Raymond     
他以此為基礎，以「關懷」為核心，照顧員工的心

靈、精神與前途，創造員工自己挖掘答案的空間。

偉大的精神總是遭到平庸頭腦的暴力對抗。

——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錢解決不了的問題，面子可以；你可以給建議，但不能

傷人自尊。

——著名生理學專家／胡孟君     

颱風來時，小草比大樹安全；追求精緻，是企業安身立

命的生存法則。

——富凱投資銀行董事長／劉芳榮

做生意，價錢不是唯一的選擇，要給客戶價值，生意才

會一直在。

——文曄科技董事長／鄭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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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主辦

世界華商高峰會，本著

結合華商力量，促進海內外華商

在經貿、科技、文化及創新等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宗旨，

深獲全球華商的肯定與支持，

已成為海內外華商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更是全球華商與各地政府之間交流合作的重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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