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為動力中心的亞洲 

 

自新冠病毒疫情以來，亞洲當下有多種大趨勢日益強盛。特別突出的三大趨勢可能會將亞洲

推入日後全球成長的領域。在連續三篇的系列中我們一一詳細檢驗這三大趨勢，以及料將因

此興起或強化的投資機會。 

 

 轉變中的人口狀況 

 邁向綠色環保 

 數位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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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數位經濟 

沒有其他新興趨勢和數位轉型一樣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如此大的衝擊。無論是在家上學、在家工作或電子商

務，亞洲的數位化加速正在產生前所未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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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服務民主化 

我們在當今社會見證的數位轉型，是早在 1990年代網路熱潮時就出現的投資大趨勢。這股熱潮成了泡沫，

但干擾業務模式的潛在能力卻不可阻擋。現在，數位趨勢的影響如此深刻，可說已改變了遊戲規則，新的

數位商機正以許多投資人難以跟上的速度在擴張。 

但是，儘管已顯著成長，但在過去兩年可說是世界轉向數位整備的進化。在新冠病毒疫情前可說焦點在於

創新與發明，即深化數位經濟。疫情所導致的全球封鎖則帶來了不同重點，即擴大數位經濟的需求，以納

入先前服務不足的人口及還在猶豫的產業。 

變化的規模即使在已發展經濟體也十分龐大。2021 年歐洲委員會的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DESI）提供了一

些這種變化的概念。僅僅一年的時間，透過存取極高容量網路（VHCN）型態的連結性，在全歐盟會員國

家庭中從 50%增加到 59%。在總部位於歐盟的公司有超過四分之一（26%）在 2020 年採用雲端技術，而在

2018 年僅為 16%。 

 

亞洲擁抱數位 

但在發展中、高人口的經濟體中，這種「新冠病毒效應」特別驚人。開啟了在家解決方案的需求後，數位

包容的動力目前呈現指數式倍增，例如全球各地智慧手機使用率在疫情期間均有躍升，但在未來幾年東南

亞將會繼續積極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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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亞太將成為世界快速成長的數位經濟 

按區域分的智慧手機使用率，% 

 

美國 歐洲 中國 亞太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21 年數位經濟報告 

 

同樣的，亞洲在網際網路普及率上也很快跟上世界其他地區。谷歌、淡馬錫控股和貝恩策略顧問在 2021 年

的報告中估計，東南亞六國的網際網路經濟目前價值逾 1,700 億美元，到 2025 年前會翻倍，而到 2030 年

前會達到 1 兆美元。該報告表示有 4,000 萬的東南亞民眾是在疫情期間首次上網，使得該區域去年的網際

網路用戶人數超過 4.4 億人，比美國人口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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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數字與中國這個擁有 8.54 億用戶的全球網路用戶最大國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專家表示，這個水準

的普及率可歸因於中國迅速的經濟發展，也是朝科技的文化傾斜。緊追在中國之後的是印度，估計 2021 年

網際網路用戶達 6.36 億人。印度將在未來幾年會因為半數人口還沒上網，而出現亞洲最快普及程度的成長

率。 

圖二：亞太網際網路使用正接近全球平均 

亞洲網際網路普及率 vs 世界其他地區，%， 2016 – 2021

 

 

   

資料來源：Statista，資料日期：2021 年 

 

網際網路與智慧手機普及率對電子商務、社群媒體和其他數

位服務「民主化」有重大潛在的影響。必須指出數位普及不

只是促進資訊科技業，在許多產業，包括物流、金融、付款、

旅行、媒體、製造、醫療保健都有深刻轉型正在發生；此外

擴及整個經濟光譜的連鎖效應，包括生產力、營運效率、用

戶體驗、風險管理的潛在改善。 

因此來自數位經濟的成長機會也相對龐大且難以解讀。為瞭

解這種經濟在當下時代的意義，可觀察其演化及在日常生活

中的角色。因為每一個科技典範都重新塑造了我們的生活、

工作和遊樂方式，典範領袖也從 Ask.com 演化到

Amazon.com，未來的領袖可能在幾年後又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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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 

有時候很容易忘記數位革命僅有 30 年的歷史，而且是電腦軟硬體同時出現的驚人結果。《推動數位轉型》

的作者 Dennis Khoo 在這本書中指出，數位轉型的基礎動力是過去 30 年間處理能力難以估計的成長。的

確，正如英特爾共同創辦人 Gordon E. Moore 的預測，處理能力每兩年就翻倍一次，加上網際網路無所不

在，Khoo 表示這使得公司能達到將數位轉型化為利潤的範圍與規模。 

確實，與此同時，電腦處理器科技加速，基於網際網路的應用程式也快速進化。 

 

 

網際網路第一版，Web 1.0，是 1990 年至 2000 年的主流，亦稱為「僅供閱覽」網路，因為是由網路供應商

提供被動消化的資訊。網站有靜態內容和你來我往互動的簡單功能，但這帶來了大量搜索引擎的興起，例

如 1994 年的 Lycos 和網景（Netscape），以及 1995 年的雅虎、Internet Explorer、AltaVista。儘管有這些限

制，假設當時的成長緩慢是錯誤。從 1991 年第一個網站出現，到 1997 年網站就接近 18 億個。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發明僅十年就開始了 Web 2.0，意即「社群」網，特徵是溝通、連結、便利

等新功能。首批大型零售商在 1990 年代末開始認真對待網際網路，像 Amazon Marketplace 和淘寶這種市

場也是在那時推出。2000 年透過谷歌搜索的線上廣告起飛，使電子商務進入了尋常消費者家中。 

被稱為下一個網際網路革命的 Web 3.0 是以「分散化」網路概念為前提。隨著對資料安全、隱私、大型社

交媒體平台累積的個人資料顧慮的出現，Web 3.0 利用區塊鏈技術交付不同的連結性，是對等網路而非集

中控制。使用分散式帳本使用者可擁有網際網路活動的數位紀錄，但享受更大的透明度、共用存取性及更

加安全。區塊鏈是加密貨幣與非同質化代幣（NFT）背後的技術；就像 Web 2.0，區塊鏈也要花時間進入民

眾的日常生活，這就是元宇宙的由來；未來大型科技公司保證大家都能在虛擬世界和彼此互動、買衣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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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子，且無需擔心集中市場或付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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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盡享優勢，其他人怎麼辦？ 

從谷歌和亞馬遜率先展現出將傳統廣告與零售業務模式化為數位優先典範的威力後，所有產業都或多或少

面對了數位干擾。正如 Khoo 在著作中所言，以及埃森哲的報告《干擾不一定是個謎》中所述，數位干擾

帶來的潛在威脅和機會對每個產業都不同。這裡有兩股相關的力量──一個是既有者成功且有錢配合數位

業務模式的能力，以及由風險投資所資助，同時是此等模式「原生者」的新創公司的競爭。 

因此這是由不同因素所推動，包括產業的創新率、結構性既有者的優勢與弱點、現有的入門門檻及是否有

新的價值資源。依據計算 20 種不同產業目前干擾程度與對未來干擾敏感性的綜合指數，埃森哲的指數告

訴我們，截至 2018 年能源、銀行和公用事業是三個最敏感的產業，但除了軟體和平台外其他產業則差異甚

微。 

圖三：所有主要產業都面對數位干擾 

對未來干擾的敏感性（0-1 分）

 

 

資料來源：埃森哲報告《干擾不一定是個謎》，資料日期：2018 年 

 

在亞洲，新冠病毒疫情是個警鐘，讓公司加速採用干擾性科技。隸屬於世界銀行集團的國際金融公司（IFC）

指出，大部分公司為了應對新冠病毒的封鎖推進了科技使用，但是依據國家收入水準規模差異很大。 

中國、印度等中產國家和低收入國家著重的領域也不一樣；前者在數位保健、教育服務方面有長足進步，

而後者則推出新的電子商務、數位金融和數位付款服務。 

IFC 報告的結論是商業營運數位化的加速主要是受到對營運成本增加、國際資本管道減少等財務衝擊的應

對所推動。研究認為在後疫情世界的新興市場公司將會展現對無接觸系統、基於數位的當地物流支援系統、

支援國際供應鏈分散的數位商業對商業市場等更強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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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創造電子商務歷史 

但專家同意亞洲數位經濟唾手可得的成果就是電子商務。亞洲電子商務以每年平均 25%的速度成長，領先

全球電子商務成長，並占估計高達 4.92 億美元的全球電子商務支出中的大部分──超過 60%。 

疫情使得此一成長更強勁，躍居全球史上第一。據報導，2021 年在嚴密封鎖中，中國的電子商務銷售量在

全體零售銷售中所占比例即將突破 50%大關，是史上第一個達到的國家。此一成長的主要功臣是所謂的「社

群商業」，也就是微信結合購物與社群網路於同一平台的能力。 

 

圖四：中國電子商務占零售銷售比例遠高於其他國家 

 

零售電子商務銷售占整體零售銷售比，按國家／區域分

 

中國 南韓 全球 美國 歐元區 

資料來源：eMarketer，資料日期：2021 年 

 

在東南亞，按照東南亞國協（ASEAN）研究中心的數據，東協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間電子商務按年營收成

長為 110 億美元，到了 2019 年至 2020 年大幅成長為 170 億美元。此一成長來自於首次加入線上購物革命

的人數，以及每一個購物者的購買量提高。 

一項 Facebook 的調查顯示，東南亞 15 歲以上的人士最多有七成現在在網路上購物。雖然還需要幾項政策

誘因，但對電子商務的胃口和接受度已經是不可動搖，且東協線上零售被認為目前占整體零售支出不到

10%，還有很多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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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意涵 

數位經濟過去 30年成長為多頭怪獸，且難以克服雜音找出適合的投資機會。特別是即使在「數位原生」公

司中，也可能從小型新創公司到龐大的五大超大資本個股（現在是元宇宙平台一部分的 Facebook、亞馬遜、

蘋果、網飛和現在是 Alphabet 一員的谷歌，合稱為 FAANG）。 

然而，有五大主題是大華資產管理分析師所關注，是我們認為對投資人特別有利的部分： 

 

1. 數位消費者 

顯然全球消費者在疫情期間過著更數位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已發展經濟體中，最近的調查顯示在新冠病

毒封鎖期間養成的部分數位習慣不一定會持續到後疫情期間，且行為「正常化」的程度也可預期。最可能

受到影響的就是封鎖期間獲益最多的產業，例如串流娛樂與送貨到府。 

另一方面，部分產業能引進更佳且難以逆轉的便利性、取得性和效率。初級醫療保健與教育的數位黏著度

尤為普遍，過去無法獲得的覆蓋面（企業）與管道（消費者）應該雙方都會要求更多。在這兩種情況下，

無縫整合實體世界（如課堂課程）和數位世界（線上課程）的能力看來最有成長潛力。這些因素在亞洲這

種地區會進一步加倍，因為這裡有龐大的城市人口還有分散的鄉村人口。 

 

2. 數位金融 

這個詞彙用於說明金融服務業的創新，亦稱為金融科技。這是針對協助傳統金融服務改善，以及既有者沒

提供的新型態金融服務的科技。前者通常涵蓋過去由銀行、店鋪、提款機等進行的銀行、付款、交易、轉

帳服務的全新數位版本。同時，數位領域的進步也為世界帶來了新時代的金融工具，例如加密貨幣與干擾

產業的服務，例如點對點放款、股票群眾募資等。 

風險投資對金融科技很有興趣，而新冠病毒疫情更是推波助瀾。CB Insights 報導指出風險投資家在 2021 年

投資了 915 億美元在金融科技上，較上一年總額多一倍，占全球風險投資融資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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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東南亞金融科技 2021年獲得創紀錄的私人募資 

東協六國金融科技募資金額（美元計）及交易件數，2017 年至 2021 年 9 月

 

資料來源：Tracxn、大華銀行、PwC Singapore、新加坡金融科技協會，資料日期：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投入亞太金融科技的金額創下 157 億美元的紀錄，其中東南亞金融科技募到 35 億美元資金，大部分進入

處於晚期的新創公司。根據大華銀行、PwC 和新加坡金融科技協會（SFA）的報告，前三大東協金融科技

樞紐為新加坡、印尼、越南；在這裡，提供數位支付和加密貨幣的公司有最活躍的風險投資活動。 

 

3. 數位基建 

本公司分析師認為有重大機會，但還是被一般投資人小覷的一項趨勢就是數位基建領域。對數位基建的妥

善描述是支持國家、城市或組織數位轉型的後端工具、平台和系統集合。數位消費者不一定能清楚看到，

但對啟動構成用戶體驗的數位功能而言是基礎。 

該產業包括通訊基建，例如通訊纜線、固網與蜂巢式網路、數據中心與儲存、數據處理、雲端運算、數據

安全軟體與應用程式介面（API）。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會涉及龐大的資本開支，但在其他情況下（如雲端運

算），現在有能力透過按使用付費模式以平衡大型與小型企業的戰場。 

有趣的是，根據某些專家的說法，現在因為新冠病毒造成的數位加速是「提升所有船隻的浪潮」：對數位服

務的需求增加自然會讓企業與政府更願意投資數位基建。數據安全的需求提高、5G 科技部署增加也對當

地儲存數據造成對比壓力，同時甚至會讓全球存取增加。更「混合」的方式到來開啟了傳統與數位基建營

運商間的合作，解鎖了更多投資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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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慧 

雖然似乎屬於科幻小說範疇，但人工智慧（AI）與機器學習（ML）已經演化為常見科技支援許多數位業

務。曾一度被認為主要是讓機器人學習人腦功能的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事實上現在是用來說明如何有效

利用大數據將多種工作自動化或預測行為與事件的用語。虛擬助理（例如 Alexa 和 Siri）及無人駕駛車輛

就是最著名、正在進行中的人工智慧範例，但這項科技其實現在在人臉辨識、信用評分、動態訂價、偵測

腫瘤等方面更是無所不在。 

放眼 2022 年與之後，人工智慧有潛力在我們日常生活各個層面與日常業務營運有更大的應用。但這項科

技還在萌芽階段，且為還沒想像和發掘到的革命性機會開啟大門。和人工智慧一同興起的是使用人工智慧

的實體設備，通常被稱為物聯網（IoT）。這些設備無論是安裝在家中、辦公室或工廠都能擷取數據，加以

分析並執行結果，僅為了讓整個循環再重複一次。 

如同其他數位科技，亞洲是人工智慧嘗試與測試的樂園，因為這裡有龐大的人口與增加的中產階級。

Analytics Insight 估計亞洲人工智慧市場在 2023 年會價值 437 億美元，並以每年約 13%的速度成長。 

亞洲公司不只是在旁觀望。事實上主要人工智慧創新是由中國、印度、日本、澳洲和南韓所領導。以每年

研發支出而言中國在全球領先，2018 年達到 2,750 億美元（美國為 1,310 億美元），比世界 GDP 高出 2%。

大部分都被認為涉及人工智慧，因為這有潛在的實質經濟利益。東協國家在這一塊相對屬於新手，但根據

EDBI 與 Kearney估計人工智慧如果能妥善執行，則在 2030 年前會為該區增加 1 兆美元的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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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位醫藥 

 

本報告的尾聲我們考慮的是數位醫藥，因為這代表亞洲數位化、人口狀況和 ESG 大趨勢的合流。數位健

康意指大範圍、多學科的概念，位於數位科技和醫療保健服務的交叉口，其中數位醫藥被視為子產業。數

位藥品是較新的學科，應用於特定數位軟硬體以支援醫藥實務，包括疾病治療及預防、促進個人與社群健

康結果改善等。 

數位醫藥內的焦點顯而易見，並基於醫療試驗和其他有法規監督利益的臨床方法達成。這個證據可用於開

發藥物、設備與其他醫療產品。在亞洲，財富分配不平均與低收入，鄉村缺乏醫療保健設施，糖尿病、高

血壓、肥胖等慢性疾病及人口快速老化都造成健康挑戰。 

亞洲數位醫療的成長，如醫療保健分析等解決方案應對此等挑戰所帶來的商機據稱在 2021 年達到 21.5 億

美元。這使用患者數據與人工智慧科技進行傳染病爆發的預測建模，或透過疾病完全發病前偵測到異常以

改善診斷。 

數位醫藥的另一個領域是數位手術。這是機器人手術的進化，並以基於過往程序「訓練」手術機器人為基

礎，協助外科醫師的決策與問題解決，得以即時分享數據，協助進階成相與可視化。 

最後，提供更多大量計算力的突破表示我們正在見證基因定序與編碼的大幅進步。被稱為次世代定序的科

技對人類基因組有更多認識。這在亞洲特別有共鳴，因為當地生醫公司深化研究，致力於為研究不足的亞

洲人口建立基因組資訊。2019年，新加坡公司A*STAR宣布建立世界最大的亞洲人口全基因組定序（WGS）

分析，尤其針對馬來人與印度人人口。預計這會帶來對亞洲特有基因疾病更正確的診斷。 

膽子太小不適合投資於數位經濟。數位經濟帶來或採用的長期轉型層面，表示必須更大程度且非百分之百

確定的將現金流和獲利投向遙遠的未來。這已經造成此類股票出現高度波動。樂意接受成長型投資的人要

注意，和前兩份報告中詳述的其他大趨勢一樣，都需要很多耐心及很長的投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