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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亞洲之聲》系列報告，將探討亞洲當前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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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數位化，
亞洲擁抱創新、提
升成長並順利與國
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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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重心正在移往亞洲。亞洲是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也是全球經濟
成長的重要驅動力。
在下一個十年，亞洲地區的經濟產能，預計將占世界近一半比重。運用快速變
革的科技創造利益，將成為推動該地區實現下一波成長的核心要素。
然而，在十多年前，智慧手機尚未問世；三十年前，沒有人擁有個人電腦(PC)。
如今，許多人的手腕上，戴著個人行動穿戴裝置，它們與20世紀、80年代那些
體積如衣櫃般大的「超級電腦」一樣強大。
科技變革的步伐一直是日新月異，其革命性發展經常令人讚嘆。這些科技快速
進入大眾市場，讓個人、企業與政府能以不同方式、更有效率地處理事情。數
位化不僅提高先進國家的生產力和創新能力，同時，也能避免開發中經濟體固
守現有的做事方式和技術，並鼓勵實踐創新。事實上，投資數位化不僅和科技
有關，它和經濟成長也緊密相關。
亞洲經濟體正是這場革命的先鋒。許多亞洲國家政府已意識到科技發展在經濟
議題的重要性。數十年來，日本一直是科技創新的先驅，而且持續、大力地投
資開發技術。而新加坡和韓國也引領全球科技發展，他們的政府不斷探索，積
極迎接最新、最先進的科技，使自己保持領先地位。
顯然，目前的競爭關鍵在於率先採用新科技，以推動下一波成長動能。但第一
步，仍要從鼓勵人們多加參與開始。

3

亞洲之聲

數位科技：從參與到完成

延續 2017年的情勢

藉由研究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個人的數位化參與
指數，我們發現，和相似經濟發展水準的國家相
比，亞洲國家數位化程度很高。其中，新加坡和
香港顯然是全世界數位化的領導者。

本期《亞洲之聲》將延伸、擴張和強化第一期的
主題，並將重點探討數位化。在第一期的報告，
我們解釋了為什麼2017年將比你想像的更好。本
期報告將繼續支持此觀點。

一旦投入數位化發展，數位科技即可以支援各國
跨越發展障礙，並利用數位化創造的力量。我們
觀察到，科技變革能夠創造更便宜和更可靠的解
決方案，讓我們得以解決經濟發展的關鍵障礙，
使每個國家從數位化當中得益。

第一期當中，《2017年亞洲市場你需要知道的四
件事情》的章節，闡述全球經濟成長將帶來驚喜
的原因，而亞洲將會是今年的主角。事實上2017
年第一季統計資料結果，已顯現很好的跡象；美
國和東南亞的總體經濟資料也指出，亞洲成長力
道非常強勁。

至於，開發中國家消費者可以透過網路了解更多
資訊，例如參考網路評價或瀏覽比價網站等；而
網路也有助於提升商品和服務品質，例如印度或
印尼等國家，許多民眾沒有銀行帳戶，他們使用
手機帳戶中的信用卡進行儲值和完成支付。

關於川普、貿易和關稅等問題，我們已經在《貿
易終將戰勝保護主義並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的章
節做出評論，重點討論出貿易復甦的現象：貿易
已成為推動亞洲進入世界舞台的動力。
當然，2016年美國政權變動和英國脫歐事件，都
對貿易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但亞洲強勁的成長
力道和有利於貿易的政策，都顯示這個地區會繼
續保持良好的貿易表現。科技和數位化正在改變
我們的貿易方式，未來五年內，線上平台將成為
開發國際企業客戶的最快手段。

在中國或馬來西亞等開發程度更高的國家，其所
開創的共享經濟平台，顛覆了傳統的工作模式，
讓個人可以自由地、隨時隨地創造收入。像是淘
寶、樂天、易趣、阿里巴巴等平台，為當地企業
開闢了全新市場，也為許多小企業創造福音。
除了這些個人和企業面臨的機會，數位化也有助
提高政府的效率、透明度和包容性。

第一期報告第三章節《大眾消費：亞洲市場的武
器》，說明了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大型經濟體消費
熱潮如何從貿易轉向商業。雖然服務類的貿易密
集度，通常低於商品類的密集度，但科技和數位
化將會提高服務類貿易的價值。數位化會讓這個
機會變得更美好，為全亞洲的各種消費者提供更
多的便利性和機會。

數位化的需求是存在的，並具有顯著的成長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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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數位化 實踐可能性
顯見，與科技相關的變革通常是大規模的，往往
會讓人覺得掀起了一場革命和改變遊戲規則，為
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大的益處。
在全球應用的方面，亞洲經濟體是這場革命的先
鋒。亞洲許多政府已經意識到，科技發展對經濟
議題和持續創造榮景的重要性和作用性。而新加
坡和韓國等國，正將自己定位為「全球數位化領
導者」，他們的政府將繼續積極探索，如何迎接
最新的科技進步浪潮。
隨著數位化的力量不斷顯現，亞洲在推動數位化
的過程中，將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
進一步深入研究數位領域的同時，各個地區也需
要思考如何利用數位技術收集資料、發揮資料的
力量，從而了解趨勢、獲得洞察和進行分析。雖
然，數位化也可能帶來網路犯罪等面向的風險，
但整體而言，其所帶來的正面、積極影響仍較顯
著。
在亞洲參與數位競賽的同時，各國應該學習彼此
的經驗，從而把握機會，實現加速發展的遠景。
雖然這場比賽可能沒有明確的終點線，但強化、
創新和成長的可能性是無止境的，也是持續的。
這是我們的聲音，這就是《亞洲之聲》。

隨著數位化的影響不斷顯現，亞洲在驅動數位
化的進程中具有獨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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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數位化？
亞洲引領全世界

擁抱數位科技是亞洲國家發展策略的核心。事實上，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
一約瑟夫 ·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認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這
一切都從參與開始。

參與指數

重要經濟觀點

數位科技有大幅度改變經濟和社會的潛力，政府、
企業和個人都需要積極參與數位世界，而全球參與
程度有所不同。

• 與經濟發展水準相似的國家相比，亞洲國家
正在數位化的競賽中贏得勝利。
• 這將支持亞洲成為未來十年全球經濟成長的
重點。

許多指數能用來衡量數位參與，但考慮到影響參與
程度的因素很多，因此無法得出廣受認同的定義或
全球排名。

• 相較於世界其他地區，亞洲政府和企業的參
與數位化的程度很高，但個人參與數位化的
程度只處於平均水準。

目前，最全面性的衡量指數有兩個：

• 世界經濟論壇的「網路就緒指數」（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NRI）。該指數衡量了139個經濟體，
在利用資訊和通信技術（ICT）提升競爭力和創新
的表現。

我們來看看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數位參與指數。這
些指數將顯示出，與其他相似參的經濟體相比，亞洲
經濟體的數位參與程度有高多少。
首先，這些指數比較了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差異；
其次，我們對亞洲進行深入研究，並考慮不同國家的
數位化強度，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變化。

• 聯 合 國 「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發 展 指 數 」 （ ITU
Development Index），係與ICT相關的數位化技術
取得、應用和技能水準之指數。
雖然各國於這兩種指數的排名可能有所不同，但顯
然亞洲經濟整體表現良好。兩種指數的評估方法雖
有異，但亞洲經濟排名一向很高。例如，新加坡在
NRI指數中排名第一，韓國在國際電信聯盟發展指
數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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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亞洲國家的數位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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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洞察和分析

圖1.1 比較了每個國家的NRI指數與人均GDP。
除了緬甸以外，亞洲每個國家的表現皆處於最
佳水準之上，這代表了他們的數位化程度，高
於經濟發展水準（依照GDP衡量）。

重要經濟觀點

圖表清楚顯示，亞洲經濟體的數位化程度處於
領先地位，幾乎亞洲所有國家均高於世界平均
水準，新加坡和香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日
本等國已具備先進的網路技術，只要提高數位
科技的應用率，即可帶來收益。人口眾多的中
國、印度、印尼和越南等國，有相當高的機會
一躍而進。

• 處於中等收入層級的亞洲國家政府，已經能於
貿易、基礎建設和儲蓄等面向，維持一定的成
長力道。今天，這些國家將透過數位科技，追
求新成長動能。

為了更深入了解這些成果背後的驅動力，Deloitte
針對每個國家的政府、企業和個人，制定了各種
參與指數。這些指數提供了更深入的洞察和分析，
明確了解那些經濟體有數位化潛能，哪些面向可
以改善。

事實上，這些NRI指數高、人均GDP低的國家，
已經準備藉由數位化創造利益。有些國家很適
合採用數位化科技，並把它設定為發展動力。
像人均GDP較高的日本等國，也受惠數位科技
產生的創新應用，藉以提高生產力，並創造維
持經濟發展所需的收益。

圖1.2、1.3和1.4描繪出政府、企業和個人參與指數，
附錄詳細介紹了我們如何構建出這些指數。

結果顯示，參與數位化能為當地所有人帶來利
益，數位化可以實踐創新、建立新競爭優勢、
創造就業機會，並有助於緩解社會經濟面臨的
挑戰。

至於政府發揮的作用為何，彙整在所有國家中都
能觀察到一些趨勢：
• 由於公共財政受到限制，開發中國家數位化程
度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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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Deloitte政府參與指數 (Deloitte Government Engagement Index, D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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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日本等國一直推動應用IT技術，並制
定相關計畫。目前，正在展開發展線上行政程式、
提供電子政務資訊、優化工作和制度、改善與政
府採購相關的資訊系統，以及推行資訊安全措施
等面向。

• 隨著經濟發展，各國政府在貿易、基礎建設和
儲蓄等經濟發展領域，採取積極主動的方式，而
實踐數位化的方式也一樣；
• 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消費者和市場的力量更
能推動創新和經濟成長，政府不直接積極參與，
而是透過政策與監管，強化這股力量。

相較之下，澳洲和紐西蘭政府支持數位創新的方
式，則是排除任何會影響市場經濟的因素，並且
避免政府過度監管。

亞洲經濟體是否符合這些趨勢？總體而言，它們
確實符合這些趨勢，雖然具體程度有些差異。

與政府投入程度相符，在一定開發程度的國家當
中，亞洲企業的數位參與程度 (DBEI) ，比在世界
其他地區的企業還高。

圖1.2顯示，柬埔寨和寮國等開發中國家，其政府
的數位化程度低於其他國家。另一方面，印度、
馬來西亞和韓國，則積極提高政府參與程度
(DGEI)。因此，政府排名高於平均水準。與人均
GDP表現相似的其他國家相比，亞洲經濟體在政
府參與面向的表現良好。

顯見，政府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政府可以
調整監管力道，提供企業需要的基礎建設，為企
業建立有效導入新科技的大環境。

已開發國家的情況則較為特別。不論是在亞洲內
或與其他地區相比，新加坡政府參與指數表現良
好。

儘管如此，圖1.3企業數位參與程度也點出，若要
在持續演進和劇烈變化的市場存活，必須培養領
先優勢。

新加坡政府積極透過投資和數位創新，實踐了這
個目標。亞洲其他國家也採取同樣做法。例如，
馬來西亞將建構數位轉型的市場，視為提高生產
力和生活水準的關鍵。

經驗能分享，成功就能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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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Deloitte企業參與指數 (Deloitte Business Engagement Index, D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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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Deloitte個人參與指數 (Deloitte Individual Engagement Index, D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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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是：數位化如何推動經濟發展？

與政府和企業的結果相反，亞洲的消費者接近中間
水準，甚至比其他國家的平均水準要低（圖1.4）。
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相對缺乏接觸數位化的管道。
而亞洲地區的政府也意識到這一點，尤其是特別需
要大力發展數位經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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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成為推動亞洲經濟發展的動力
科技進步意味著：

重要經濟觀點
• 印度或柬埔寨等許多地方，將永遠不需要採用
固定式、銅線型的電話系統。

• 亞洲國家正積極透過數位化，取得跳躍式發
展機會。
• 電話和訊息是驅動消費者改變的良好平台，但
改善管道和降低設備費用是基本要求。

• 印尼則不需擁有實體通路銀行，改以網路銀行
擴大服務目前沒有帳戶的人們。

• 數位化將為經濟帶來重大衝擊，尤其是資源密
集型的經濟體。

2017年3月台灣宣佈發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要在八年內投資15億美元，用來升級國家數位基
礎建設，投資內容包括：改善區域網路，讓全國
寬頻覆蓋率達到90%。本計畫還包括開發5G行動
網路和物聯網 (IoT)。

• 中國正處於由製造業轉型於服務業的進程中，
將影響數位化的強度。

正如人們所預測，亞洲正在努力成為21世紀全球經
濟成長中心。亞洲各國相互學習，且幾乎所有東亞
和南亞地區皆將維持成長動能。結果顯示，未來十
年中這些地區將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

這些將有助於縮小城鄉差距，並提供公平的數位
服務。每個國家選擇應用數位科技促進發展，將
取 決 於 他 們遭 遇 的 具體 情 況 。 各 個 國 家可 以 用
Deloitte參與指數作為參考，評估可能要加強發展
的領域。

近幾十年來，亞洲經濟兩大成功核心要素，是在開
放對外商品貿易市場的自由化，以及鼓勵採用尖端
科技。這兩個因素是相關的，代表經濟體能夠克服
發展障礙，超越固有的或次等的技術和方法。

圖1.5顯示出每個國家在政府、企業與個人三個類
別的國際排名。經濟體較不發達的國家，政府有
機會採取更強烈的領導措施，特別是緬甸、寮國
和柬埔寨，這三個國家排在所有類別的底端，如
果要提高排名，政府必須採取行動，同時支持企
業和消費者。進一步和印尼比較發現，印尼政府
排名較國家收入排名高出許多。根據圖1.5，在個
人的部分可能有最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印尼的人
們已經把行動裝置廣泛用於社會互動和商業活動，
以國家力量建立強大的行動平台，並獲得數位服
務和提高服務價格的機會。

此外，投資數位基礎建設，也能像投資其他基礎建
設般提高生產力。提高生產力和開發新的商業管道
後，數位化應能突破原有的經濟成長規模，展望未
來亞洲投入發展數位科技，將會開創更多最佳做法
和應用科技的機會。

在中等收入經濟體中，馬來西亞與泰國的對照結
果很有趣。馬來西亞政府對發展數位經濟態度積
極。它認為科技部門可以驅動創新和創造力。馬
來西亞政府借助數位化企業的資源，加強科技領
域的對內投資，並支援當地科技公司在全球市場
上競爭。與此同時，馬來西亞政府也引入了有利
於培育數字位化人才和企業家的措施。包括計畫
於2015年推出 eRezeki 和 eUsahawan，為有興趣參
與數位經濟的人才，提供培訓和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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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相關經驗後，我們必須注意經濟體的組成成分，
可能影響數位科技的發揮潛能。

相較之下，泰國的政府沒有採取同樣積極的數位計
畫，企業和消費者的作用相對較大。在澳洲，政府
在共享經濟扮演的角色是降低企業創新的監管壁壘，
而不是政府本身積極參與數位經濟的發展。

具體而言，從產業的總體附加價值來看，數位科技
對媒體業、專業服務業和金融業等產業而言更為重
要，而對於農業、礦業、製造業或貿易等產業，數
位科技的重要性相對較低。

印度的情況有點不同，採用的是一種混合模式，政
府和私人機構同時推動數位策略。印度政府的主要
措施之一，是提供所有居民生物特徵識別碼。政府
正利用這個龐大的數位身份資料庫，積極擴大電子
政務的範圍。該專案由2009年印度成立唯一的身份
認證機構UIDAI (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負責，該機構發放阿達哈 (Aadhar)卡給印度
近11億的人民。

為了探索數位科技對於亞洲不同經濟體的重要性，
我們設計了一個能夠反映每個經濟體，現有產業組
成強度分布圖。

阿達哈卡的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它帶來提高補貼效
率、有助政府尋找目的機制之好處。此外，政府最
近還公布了使用生物特徵識別的手機支付系統。
政府正在大力推動「數位印度」，同時，在電子商
務和金融科技領域獲得顯著成就，截至2016年底止，
印度至少有10家估值10億美元的新創獨角獸公司。
這些獨角獸公司鼓勵國內市場融合，並創造就業機
會。

圖1.5. 亞洲國家網路就緒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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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產業結構和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影響，圖1.6描
繪出亞洲經濟體的數位化強度。對於新加坡、日
本、澳洲，特別是香港，這類大部分GDP來自金
融、資訊和通信等產業的地區，數位帶來的潛在
影響是特別巨大的。

然而，隨著開發中國家不斷進步，數位化可能會
加速邁進新的發展階段。受數位化影響較大的產
業，將受惠於其他國家的先進發展成果，獲得最
新的技術技術。
當然，我們所討論的這些經濟體正在迅速發展中。
圖1.6說明了中國的變化趨勢，中國的經濟重心正
在轉型發展服務產業。目前，中國經濟正從製造
業和農業轉向服務業，全國一半以上的GDP來自服
務業。數位化將增強中國經濟轉型力道。根據這
張圖，我們預估「未來中國」服務業占GDP比率將
比現在成長十個百分點，而這十個百分點平均來
自農業、製造業和建築業。

相較之下，越南、柬埔寨、寮國等開發中國家，
經濟發展更加注重於農業等產業，因此，數位化
不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圖1.6. Deloitte數位化強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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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積極參與數位化核心
Deloitte數位參與指數強調，亞洲經濟體處於競爭
優勢地位。不管是政府、企業還是消費者，亞洲
國家與經濟發展相似的國家相比，更為數位化。
很明顯地，新加坡和香港是全球的數位化領導者，
但亞洲所有國家都能利用數位化克服發展障礙。
從電子商務發展，到越來越多的人才和金融市場
的投入，亞洲國家將在數位化的世界中自由發展。

這一切都得益於他們的投入數位化。那麼你的參
與程度有多高？作為政府、企業或消費者，你如
何利用數位科技呢？

1.

E-Gov, “Japan’s e-government initiatives,” https://www.e-gov.go.jp/en/e-government.html

2.

In this chart, we have estimated “Future China” where the services share is 10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current, coming equally from the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3.

TD Economics, “Tracking China’s re-balancing to services-based economy,” 2016,
https://www.td.com/document/PDF/economics/special/Tracking_China_Serv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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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的成長與發展：
數位所扮演的角色？

雖然積極參與數位的是亞洲經濟體，但是新興經濟體也可建構類似的成長和發展。

企業參與—支援中小企業和促進貿易

適當採用數位科技，將成為亞洲經濟成長強大的動
力。如同投資其他基礎建設，投資數位基礎建設也
有利提高生產率，透過提高生產率和開放新的商業
管道，也可刺激經濟成長。因此，數位工具可以支
持政府政策，協助企業、消費者和政府把握機會。

重要經濟觀點
• 數位科技在亞洲地區可以為企業帶來幫助，
特別是小型企業。

但是，要如何做到？

• 數位科技帶來的好處包括連結買賣雙方、增
加競爭和選擇，以及促進各方之間的信任。

對於企業，數位科技可以鼓勵商業發展，協助小型
企業進軍全球市場，推動地區貿易活動。
對於消費者，數位科技為個人帶來連結性、增加移
動性和提供社群網路等機會。

網路和數位科技的使用讓企業更有效率，更具創新
性、靈活性和敏捷性。雖然從小型企業到跨國企業
的所有組織都可以從數位科技中受益，但本部分重
點將討論為數最多的中小型企業 (SME)，它們也是亞
洲經濟中最有活力的組成元素。

對於政府，數位科技可以推動公共基礎建設的發展，
特別是智慧城市的發展，數位科技將有助克服基礎
建設的發展障礙。

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更有可能實踐創新，相較之下，
它們更傾向於追求風險，因此更可能去開發和利用
新技術。

眾所周知，數位科技在企業、消費者和政府領域還
有許多應用。例如數位科技可以支援跨國企業、分
析巨量資料及隱私和網路犯罪等廣泛的政策策略。
不過，這些雖然都是重要的問題，但並非本文的討
論重點。

技術進步可以降低進入壁壘，提供新的商業模式，
並支援中小企業以因應消費者帶來的變化。通過扶
持中小企業，數位科技可以促進亞洲地區的經濟成
長和發展。

16

2017年5月第二期

貿易議程

打破障礙

雖然全球經濟正在朝著保護主義方向發展，其
中包括英國脫歐及美國的保護政策，但亞洲的
貿易自由化進程仍在持續中。

數位科技為企業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增加
了企業間的競爭，但這將有利於擴大市場，創
造更具競爭力的環境，也讓買家和賣家獲益。

正如第一版《亞洲之聲》的文章《貿易終將戰
勝保護主義，並促進全球經濟成長》所述，亞
洲經濟大國紛紛轉向更加開放和全球化的貿易
政策，它們的崛起將進一步鞏固未來幾十年亞
洲和世界的貿易成長，而數位化技術則可支援
該地區在貿易方面發揮作用。

然而，透過發展中小企業來實現經濟成長也會
面臨挑戰。為了在市場上有效競爭，企業需要
提供方便、價格實惠、高品質並且交易過程有
保障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數位科技可以解決
這些問題，這也意味著所有的企業，包括小企
業，都能夠與境內和境外的客戶接觸。

2017年最重要的貿易議程可能會是目前正在討
論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它涵
蓋了東協以及與東協建立了自由貿易協定 (FTA)
的六個國家，分別為印度、中國、澳洲、韓國、
日本和紐西蘭，希望建立更強大的夥伴關係。

信任是交易的關鍵要素，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
通常很難發展直接的客戶關係，然而，數位化
將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例如，阿里巴巴、淘
寶和易趣等數位平台，讓中小企業能夠同台競
爭，足以彌補規模不足帶來的劣勢。

RCEP的核心要素是建立一個安全有效的交易環
境，消除繁瑣的監管障礙，説明中小企業在數
位 經 濟 中 發 揮 作 用 。 人 們 可 以 通 過 AliPay ，
Apple Pay和PayPal這樣的平台進行線上支付，
確保跨境交易順利實現。

而電子支付系統允許人們線上交易，保障使用
者的資金安全，並透過合作的廠商進行轉帳，
如此將不需要現金，也不需要面對面交易。
對於許多遠距離交易的物品，或者是共享經濟
中的住宿或運輸等服務，其評價制度可以反映
買賣雙方的信任度，從而支持貿易。通過查看
評論，人們就會知道交易中的買家/賣家是真實
存在的，而爭議解決程式的存在也代表，一旦
出現問題，大家都可以留下記錄，這樣網路買
家就會更安全，而跨國貿易也得以實現。

此外，亞洲所討論的各種貿易協定其中的重要
特徵之一，就是強調中小企業的作用 ，包括
RCEP也是如此。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並沒有
太多與中小企業有關的條款，這也說明了一個
顯著的轉變：現在的貿易協定將支援中小企業
作為區域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

因此，雖然有一定的限制存在，但數位化工具
也可以推動貿易發展，而這些工具則包括平台
和客戶關係管理軟體。

數位科技打破了距離所帶來的障礙，而且可以
支援地區內的貿易議程。另一方面，在貿易談
判中必須考慮數位化的問題，確保新興數字經
濟體不受影響。

數位科技可以連結買賣雙方，這代表商品和服
務可以在生產者自己的市場銷售，而且通常是
國內的大市場。國內貿易的成長可以代替進口，
並有可能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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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僅不到10%的小型企業認為自己擁有先進
的網路系統，而73％的企業僅具離線的營運模式或
僅具備非常基本的上網功能。數位科技為印尼的中
小企業帶來的潛在收益包括：

參與數位化的小型企業
所創造的經濟效益
Deloitte在印度和印尼為Google準備了兩份報告，詳
細探討了中小企業採用數位科技可以帶來怎樣的潛
在收益。１

1.
2.
3.
4.

收入成長高達80%
就業率提高的可能性增加1.5倍
創新潛力增加17倍
較高數位參與度的中小企業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2

根據研究發現，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參與度，將能夠
使印尼的年經濟成長率提高2％，這樣的成長力道將
能讓印尼在2025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另外，以印度為例，近期印度提出數位化時間表，
並獲得了絕大的支持。由於政府決定對大面額貨幣
進行去貨幣化，以鼓勵少用現金，請見下頁「去貨
幣化—進一步推動數位化？」章節。同時已有初步
數據顯示，即使印度經濟的再貨幣化工作已幾乎完
成，消費者和企業目前更傾向使用數位支付方式。

數位科技為企業帶來更多可能，也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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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印度中小企業參與數位化的益處

在印度，數位參與度高的中小企業
其成長率相較於前一年高出27%

進入國際市場的可能性最多可提
升65%

員工滿意度更高—可能性提高至
6倍

晉用新員工的可能性提高84%

研發新產品或者改變營運模式的
可能性最多可以提高4.5倍

員工經常合作的可能性最多可以
提高到9倍

資料來源：《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報告》

去貨幣化：進一步推動數位化？
印度政府對大面值的紙幣進行去貨幣化操作，可謂近期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這導致流通中的貨幣突然出
現短缺，因為大約86%的貨幣主要用於交易。雖然這項新舉帶來部分負面影響，但也帶來一些長期的正面影響，
其中之一就是推動了支付流程的數位化。2016年年底，印度政府決定停止貨幣的市場流通，這對於Fintech和
國內的其他銀行服務部門是極大的鼓舞。
貨幣短缺是社會各階層使用電子貨幣的必要條件，因此，即使在貨幣重新進入市場流通後，數位支付的機制
也在繼續大幅成長。事實上，與去年第一個月政府宣佈去貨幣化的時候相比，三月份的資料顯示印度透過數
位方式讓經濟成長了大約59%。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其中一些成長屬於初步的反應，但長期的結構性因素也說
明印度已經準備好進行數位化革命，這也將導致印度實現永久的數位化轉型。估計至2021年，印度網路用戶
基數將達到5.553億，約為總人口的44%。
從長遠來看，支付閘道、卡片、電子錢包、線上零售、支付銀行和電子商務極有可能帶來淨收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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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參與

• 數位化正在亞洲提升國家內部的關聯性，特別
是透過行動網路的連接。

全球各地的人們正在迎接和推動變革，至少是在
可以應用技術且負擔得起的地區。數位化為消費
者帶來一系列機會，包括連接社群媒體和數位銀
行的連結性和靈活性，皆可以支持經濟成長和發
展。

• 特別是在不具備銀行帳戶人口為數眾多的國家、
或是以農村人口為主的國家中，從連接消費者
的手機、社群媒體的興起或是數位銀行所帶來
的機會，都說明了數位化正在聯接彼此間的關
係。

數位化正在亞洲提升國家內部的關聯性，透過手
機，農村地區消費者得以聯絡居住性和便利性皆
較高的城市地區，特別是當整個亞洲的城市化造
成了交通擁堵和環境挑戰，連結性就變得格外重
要。

重要經濟觀點

從行動裝置的普及率數據顯示，亞洲消費者表示
正享受數位化帶來的便利，即使不是正在參與數
位化的消費者，也表示他們將在數位化更便利及
成本降低後，便會開始多加使用行動裝置。

圖1.2. 亞洲的手機使用量（百萬）以及每 100人的使用量
每100人的行動裝置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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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

行動裝置和網路
行動裝置的普及率在亞洲地區迅速上升，促使網際
網路的廣泛使用以及消費者行為的轉變。

印度的網路普及率在過去幾年期間也迅速成長，
2016年12月的用戶數量約為4.32億，潛在用戶7.5
億。此外，77%的城市使用者和92%的農村使用者
將手機當作連接網路的主要工具。然而，價格和
可觸及性仍然是一個障礙，因為用戶已經準備好
了，但網路費用卻仍然昂貴。5

例如，印尼的地理環境其實不利於投資固定電話通
信，所以消費者廣泛使用了行動網路。印尼的人均
使用超過1.3支手機，而且有逐漸從2G手機走向行
動網路手機的發展趨勢。根據2011年尼爾森的調查，
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印尼人使用網路多半
是透過手機，對於社群網站的黏著度亦明顯較高，
例如，在2016年5月，印尼的Facebook用戶數在世
界排名第四（7800萬），前三名分別為印度、美國
和巴西（2016年統計資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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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按地區劃分，行動寬頻服務價格占人均國民總收
入（GNI）的百分比

在印尼，以2016年網速為10 Mbps、無限流量的
有線/ADSL網路為例，使用網路的成本為26美元，
在世界上排名第48；菲律賓為41美元，馬來西
亞為 36美元，新加坡為 30美元。若考慮人均
GDP，則亞洲國家的上網成本相對較高。6

歐洲

在行動寬頻服務方面，以購買500Mb的流量為
例，在亞洲區支付的預付費用成本占收入的比
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如右圖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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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電聯 2013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ICTFactsFigures2013-e.pdf

社群媒體
印度的社群媒體的使用率極高，擁有世界上最多
的 Facebook 用 戶 ， 根 據 2016 年 5 月 統 計 ， 約 為
1.95億。而印尼排名第四位，共有7800萬用戶。7
Facebook在中國目前禁止使用，但仍有其他的社
群網路，包括人人網和微信。
若以各種形式的社群媒體而言，2016年在亞洲地
區已有超過10億人是社群媒體的活躍使用者，其
中，僅在中國地區就有8.06億人、印度有1.3億人、
印尼有0.76億。8 在中國，微博是最受歡迎的部
落格平台，調查指出，2016年12月份，微博的每
月的活躍用戶數相較前一年同期成長33%，達到
3.13億，且其中90%是行動用戶。9

圖1.4. 截至 2016 年 5 月，主要國家的 Facebook 用戶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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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8136/top-15-countries-based-on-number-of-facebook-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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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截至 2016 年 5 月，主要市場中有效的 Twitter 用戶數量（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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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8136/top-15-countries-based-on-number-of-facebook-users/

在日本，LINE是最流行的行動通訊軟體，它允許
使用者發送消息，分享圖片、電影和音樂。LINE
每月有5,000萬活躍用戶數，占全國人口的40%10 。
如圖1.5所示，日本的Twitter用戶數量在世界上排
名第四，是唯一一個Twitter比Facebook流行的市
場。Twitter對日本人的吸引力包括匿名發布功能，
以及在140個英文字元中提供更多細節的可能。
例如，僅在電視台播放一部經典日本電影期間，
日本即創下了每秒發送最多推文數的世界紀錄
（143,199條）。11

2003年推出的淘寶商城是阿里巴巴集團中消費者
對消費者 (C2C) 的電子商務平台，阿里巴巴集團
同時也於2008年推出天貓網站，這是企業對消費
者 (B2C) 的電子商務平台。淘寶商城促進私人買
家和賣家（包括小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易，而天
貓的賣家通常規模較大，註冊業務較多。
阿里巴巴2010財務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底，
這兩個平台的活躍買家共有4.43億 12 ，大約占中
國 所 有 網 路 用 戶 的 60%13 。 Tmall.com 和
Taobao.com目前是中國造訪量排名第三和第五的
網站，同時也占據全球的第九及第十名14。

在中國，電子商務也正在擴大，中國現在是世界
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線上購物成為實體店面
的強大競爭對手，它成功的基礎是完善的支付系
統和高效率的物流網絡。一些主要的線上市場允
許用戶在平台上建立可儲值的帳戶，以便在等待
銀行結算時不會遇到延遲付款等狀況，因而提高
了貨物的交付速度。

截至2016年3月31日為止，在過去一年的時間裡，
阿里巴巴集團年收入約為1,011億元人民幣，其中
中國電子商務業務收入即占了80%以上。15 2016
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的商品價值總量（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GMV）為20.2萬億元人民幣，
其中的23.3%（約4.7萬億元）是由網路購物組成
16。截至2016年3月31日，阿里巴巴的年度GMV約
為3.1萬億元人民幣 17，即超過60%的交易都在淘
寶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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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時期，銷售額1,500元至15萬元之間的淘寶店
數量則增加了30%，銷售額超過15萬元的淘寶店數量
成長了33%。 19 此外，非城鎮地區也有淘寶交易。
2014年，超過200萬個淘寶商城在中國的農村地區登
記註冊了IP位址。20 由此可見，數位科技降低了企業
進入市場的門檻，而這樣的例子則協助了偏遠農業社
區的轉型。21

這些交易活動和市場市占率顯示，阿里巴巴的電
子商務平台在中國被普遍使用，並且在過去十多
年來迅速發展。這些數字也意味著線上零售在中
國延伸的觸角極廣。有媒體報導指出，2011年至
2013年之間，年銷售額在15萬美元以下的淘寶商
店數量增加了6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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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網路購物
淘寶市場和天貓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阿里巴巴集團可以滿足本地市場的需求。例如，阿里旺旺
即時聊天程式能夠讓消費者和賣家聯繫，包括售前諮詢和售後服務。而2004年阿里巴巴推出支付
寶，是一種託管式的線上支付平台，可以保證消費者在確定收貨之後再把錢轉入賣家的帳戶，提
升了交易的安全性。此外，對於沒有信用卡的中國消費者而言，透過支付寶則也能夠線上購物了。
根據統計，2014年支付寶即已超過Paypal，成為全球最大的線上支付平台。
除了數位基礎建設的發展，物流服務的投資也相當重要，網路購物的感受最終將取決於最後一步
的「交貨」。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有一個部分持股的子公司叫做「菜鳥網路」，這家公司運營著一
個物流平台和中央資料通訊網路，協調與國內外3,000多家業者的完成物流（阿里巴巴集團）。直
到2015年，菜鳥已經能夠做到消費者從阿里巴巴線上平台下單的第二天就把商品送達全國34個城
市，並計畫於該年底將服務擴展至50個城市（Alizila），這再次說明了網路購物服務的覆蓋範圍超
出了城市。例如，當時菜鳥同時為多個省份高達1,200多個村莊提供服務，而且送到農村地區的包
裹中，大概有20%是當日或者次日即已送達（Alizila）。
中國網路購物的其他成功因素包括：定期折扣和銷售活動，例如雙十一購物狂歡節，以及通過社
群媒體進行廣泛的行銷。

買賣雙方即時聊天

無需信用卡即可購買商品

中國網路購物
的成功要素

合作廠商的線上支付平台

通過物流平台實現次日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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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銀行

隨著這些趨勢不斷發展和整合，零售、物流、
行銷和消費者參與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由於
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行動設備使
用者占全球58%，網路用戶占全球53%，亞洲在
使用數位平台吸引客戶方面將發揮越來越大的
作用。23

消費者也將從數位銀行的發展中獲益。在發達的
亞洲市場，網路銀行現在已經非常普及，自2011
年以來智慧手機銀行業務已經增長到原來的三倍
以上。在亞洲的開發中市場，約四分之一的消費
者正在使用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執行銀行業務。
這也動搖了傳統的銀行體系，因為亞洲的已開發市
場中有80%以上的消費者願意將一些存款轉移到吸
引力更大的數位銀行。在亞洲的新興經濟體，超過
50%的消費者表示自己有意願。24
數位銀行也包括利用智慧型手機和網路進行的銀行
功能。智慧手機銀行在亞洲的發展特別突出，從
2011年到2014年的3年間，其普及率成長到五倍以
上，使用智慧手機銀行的人口從2011年的5%上升
到2014年的26% 。 25

圖1.6. 2014年數位銀行的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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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麥肯錫2015年《亞洲數位銀行：消費者真正想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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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銀行也可以提高一個地區的普惠金融。例
如，巴布亞紐幾內亞已經根據《2000年銀行與
金融機構法》免除行動網路業者的手機轉帳功
能。 26 在部分國家，電子儲值服務允許個人發
送或接收通話時間，這也類似於手機儲值的轉
帳形式。此外，行動銀行透過開放網點來提高
普惠金融，即使在實體分行有限的地區也是如
此。
印度非常重視數位銀行的普惠金融，因為大部
分人口仍然依靠非正式的來源進行融資。2014
年，政府通過流行的JAM（Jan Dhan、Aadhar和
Mobile的縮寫）專案，將公民的獨特身份號碼
（阿達哈號碼）將銀行帳戶綁定手機號碼，開
始利用數位化模式推動銀行發展。其他的例子
包括 Unstructured Supplementary Service Data
(USSD)，它能讓人們使用僅具備初階功能的手
機便能進行銀行交易，不需連接到行動網路；
具一致性的支付介面，讓不同銀行的帳號能在
同一個手機APP程式中使用；「微型ATM」讓業
務通訊員 (Business Correspondents) 得以進行即
時交易。

圖1.7. 在金融機構擁有銀行帳戶的人口（15歲以上）比例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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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Global Findex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1228

而行動支付也在蓬勃發展當中。在中國的9億微
信用戶中，有8億人正在使用微信的行動支付服
務，此外，支付寶還支援二維條碼 (QR Code) 支
付。在中國，一整年度的行動支付總金額約5.5
萬億美元，而支付寶即佔據了其中大約一半的
金額27，由此可見以行動支付作為現金支付方式
已逐漸被普遍使用，從購買雜貨到支付計程車
和租賃交易等皆有。

政府參與

重要經濟觀點
• 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政府，亞洲各國的政府
一直在引領數位科技的應用，這也有助各國
克服發展的障礙。
• 數位科技可以支持經濟成長和發展，政府也
要充分利用這些技術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行動支付具有相當大的可發展性，它們可以影
響消費者，提高便利性，特別是考慮到在亞洲，
仍有部分人口並無擁有自己的銀行帳戶（見圖
1.7）。

數位科技可以幫助國家克服發展障礙。技術升級和
成本下降的意義代表，即便沒有大規模電信基礎設
施的國家，也能夠利用數位科技獲益，因此得以提
高生產力和促進經濟成長。
越來越多的創新奠於數位科技，以及能夠有效利用
ICT商業模式的基礎之上。由於創新是實現社會經濟
效益的主要動力，因此鼓勵企業和個人接受數位科
技便應該是政府首要之務。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向
私人企業提供激勵措施，鼓勵他們投資數位科技，
政府也可以成為受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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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亞洲各國的政府一直是數位
科技應用的領導者。

政府的角色
在數位化的工作上，政府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這也
將為亞洲的數位化帶來更多可能。我們看到了越來越
多與數位化有關政策策略，包括隱私、網路犯罪、審
查和機器人等。然而，在本章中，我們將重點介紹政
府在數位化上扮演的角色，如下圖1.8所示。

•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料，新加坡在網路就緒
指數 (NRI) 評比中名列全球第一，評比中同時也是
政府應用排名第一。
• 根據《2016年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調查》(The UN
E-Government Survey 2016)，新加坡和韓國被評為
線上服務指數 (Online Service Index, OSI) 排名前五
的國家。韓國正在進行「政府3.0」計畫，讓民眾
可以在一個公開的網站上瀏覽韓國政府提供的所有
服務28，期望達成政務分享、開放、溝通與協作之
願景。

《2016年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調查》將韓國和新加坡
列為全球前四電子化政府的領導者，日本則排在第
11位，而亞洲地區的平均水準高於全球電子化政府
發展的平均水準。30

• 《2014年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調查》也曾將韓國
和新加坡列為全球前三電子化政府的領導者，而日
本則排名第6。29
正如上文中Deloitte的調查指出，相較於其他人均
GDP相當的國家，亞洲各國政府的數位參與的程度
很高，因此政府可以於其中扮演許多角色，創造許
多機會：政府可以是促進者，透過政策以獎勵及支
援數位基礎設施建設；政府也可以直接投資數位化
和增加數位科技在政務中的應用，例如，提供線上
的政府服務。

圖1.8. 政府的角色

提供整合的線上公共服務

建設智慧城市基礎建設和提供指導

開放政府資料

政府的角色

擴大和加速數位經濟發展

協調和投資數位基礎建設

促進和支援電子支付系統和平台

資料來源：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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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並投資建設數位基礎建設

整體政府服務

各國政府扮演著關鍵角色，幫助民眾獲得高品
質、可靠和經濟實惠的網路服務，這也對經濟
產生了正面影響。

數位科技的普及也造就了公共服務網路化的趨勢，
這讓民眾更容易與政府部門進行互動，以獲取資
訊和基本服務（整體政府提供服務）。

在1999年至2007年間，中國的寬頻網路不斷發展，
網路網域和用戶數量不斷增加，這對於ICT產業的
製造出口而言是項利多。網路發展增加了出口企
業的數量，企業出口總額及企業出口的實際價值。
網路網域和用戶數量增加，企業的實際產出和勞
動生產率也得到了提高。31

印度已經啟動了「數位印度計畫」，一系列服務
將隨之數位化，從而增加覆蓋面和提高招標透明
度。印度在財政領域也採取了這些措施，藉以推
動商品與服務稅系統專案(GST System Project)，該
專案旨在為納稅人建立一致的介面，並在中央與
各邦之間建立共同和共用的IT基礎設施，堪稱近幾
年來印度最大的稅收改革基礎。

2009 年世界銀行發的《資訊與通信促進發展》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顯示，寬頻普及率每增加10個百分點，該國GDP則
增加1.38個百分點。32

印度還在卡納塔克邦建立了基於資訊及通信技術
產業的Bhoomi土地登記和管理系統，這已涉及註
冊部門、土地徵收機構、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
整合，可以簡化交易和記錄管理。
日本的經濟發展出色，因為它擁有世界上最先進
的網路基礎設施。日本經濟面臨嚴重的人口壓力，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便是提高生產力，除
了透過重組現有人口可以提高生產力，數位創新
也有可能為此解套。就政府而言，其本身已具備
能力足以加強日本在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的優勢。
日本也有一些電子化政府的措施，其重點在於超
越機構的界限，以國家和地方政府一致的方式即
時使用和分享資訊。
2014年，日本政府推出「Smart Japan ICT」成長策
略，期望藉由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連接各種事物
和服務來促進創新，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ICT成
長策略，二是加強ICT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和與全球
的聯繫。
新加坡則以「REACH (Reaching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Home) 這個政府機構，試圖讓公民更
積極關注公共議題。自1985年成立以來，REACH
已經演變為特定的電子互動平台，透過線上方式
鼓勵公民參與關鍵的政策，這也有助於提高公民
政治參與的程度。33
此外，新加坡的G-Cloud提供了政府機構之間安全
共用資訊的平台。政府機構之間聯繫機會的增加，
也可能鼓勵不同機構更密切地合作，產生新的見
解，有利於改進現有的政治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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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政府資料

確保數位科技能帶來長期且廣泛的效益

亞洲區許多國家目前正嘗試在網路上提供資料，
藉以提升公共機構的包容性和責任感，這也有
可能提升政府的服務品質，因為人們可以用全
新的方式來吸收這些資訊。

為確保數位科技能帶來廣泛的經濟社會效益，政府
需要發揮關鍵的作用。政府需要為社會建構出靈活
的架構，社會得以藉此預測和形塑新技術的影響，
進一步造就數位經濟的成功和可持續性。37

在中國，北京、上海、重慶等城市已經建立了
公開的政府資料網站，讓民眾能夠自由瀏覽政
府資料，而這些公開的資料包括旅遊、教育、
交通、土地規劃和醫療等主題，這些網站同時
也積極開發APP程式，拓展資料使用的平台。

政府可以提供適當的商業環境，協助企業快速因應
新技術的發展，創造公平的競爭，這包含開設新業
務、快速將產品推向市場、提供支援性的創新生態
系統、通過引入競爭機制來避免網路固化，從而維
持較低的門檻，此外，政府還可以透過基礎建設和
提出明確的策略，鼓勵人們採用資訊和通信技術。38

日本也已開始推廣公開資訊計畫，政府通過該計
畫可以來公布資料，並允許人們引用資料。34
新加坡在《2016年全球資訊技術報告》(The 2016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中排名第一，
採用資訊及通信技術帶來的收益可以透過數位科技
廣泛分享，讓大眾易於獲取政府服務，同時保障機
構之間的緊密聯繫。39

有了資料分析，政府還能關注事前預防而不僅
是事後反應，這對於災害管理領域的影響尤其
明顯：
韓國建立了「國家災害執行資訊系統」 (The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以便就即將發生的災難提供詳細和及
時的資料，包含預防、準備、回應及恢復。透
過系統，災害狀況資訊能夠在一分鐘之內於地
方政府之間傳播，相較於系統建立前需要的35
分鐘的傳播時間要快得多。此外，政府還架設
了3,800台監視器，用於構建災害管理的開放系
統，而民眾還可以接收有關災難資訊更新的簡
訊。35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利用創新數位科技支持城市的運作，因
此城市的基礎設施本身就包含了數位化工具，它們
可以推動更有效率、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城市發展，
這也是數位化工具幫助政府和城市打破基礎設施障
礙，及提高城市運作效率的一種方式。

智慧城市可能會包含交通壅塞管理和犯罪管理系統。
例如，新加坡在計程車中安裝感測器、相機和GPS
設備，同時在城市中起建構數位交通網絡，利用這
個網路可以跟蹤車流量並預測前方的塞車情況，提
醒司機選擇其他可行路線。

日本建立了「Nowcast地震資訊系統」，用以警
告即將發生的災難，這個系統可以顯示地震波
到達時間和估計地震烈度等資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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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人口第九大城浦那 (Pune)，其邦政府
推出了「安全城市」的先進電子監控機制和實
體 安 全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Physical Secur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SIM)，以打擊犯罪、
城市警務問題和恐怖主義威脅。政府要求城市
內部需安裝1,200多台攝影機及設置指揮控制中
心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re, C3)。在印度其
他的主要邦內，員警部門都開發了APP應用程式
來保障婦女的安全。40

數位科技的下一步？

在日本，智慧城市的工作則著重於確保電力供
應網路的功能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依此為
基礎，成千上萬的住宅則配置了家庭能源管理
系統，在橫濱大部分地區也引進了電動車和可
再生能源。預期至2020年，智慧城市的相關商
機規模將達到3.3萬億日元。41

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等技術進步預計將再次改變我
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對正準備參與這波浪潮的
國家、或是已經參與其中的國家而言，將會更容
易從中獲益。

數位科技和平台的快速發展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方式：網路的出現和智慧手機的普及使我們重
新考慮個人的消費模式；數位科技正在降低進入
門檻，為企業提供新的商業模式，特別是中小企
業。除此之外，數位化也推動了公共基礎建設的
發展，因為政府可以跨越傳統的發展藩籬，提高
生產力和支持經濟成長。

政府在幫助國內經濟成長及協助社會積極參與數
位化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不管是透過政府自己
的投資，還是透過提供政策鼓勵私人企業投資數
位科技，皆是如此。而如何將數位參與轉化為一
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普惠金融和社會凝聚力，將
取決於其他的因素，包括國家的創新政策。

智慧城市的另一個好處是支援區域連線性。例
如，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動資料中心的建置，以
便吸引私人企業。此外，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
委員會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制定出資料管理方面的有效做法，包括資
料轉移等方面的工作，並積極參與各行各業，
這促使新加坡成為數位資料移轉的全球領導者，
也有助於鞏固該國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隨著各國數位化程度加深和經濟發展提高，企業和
消費者的角色則越來越吃重，而政府的作用逐漸減
弱。

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帶頭示範，
因為將同時涉及管理大量隱私和關於個人身份
的公民資料，這些資料必須由政府機構間共同
管理，並且要防範潛在的網路攻擊，因此這樣
的工作最適合由政府來執行。

綜觀全球，亞洲經濟體在數位化的競爭中依舊處於
領先地位，但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盡相同，因此，
各國應該積極學習彼此的經驗，從而把握機會，加
速發展。

根據《經濟學人》統計，在認為自己所在的城
市 治 理 較 好 的 族 群 中 ， 有 33% 的 受 訪 者 熟 悉
「智慧城市」的概念，以及這個概念的構成要
素；相較之下，聲稱自己的城市治理較差的族
群中，只有16%了解這個概念。42
亞洲許多國家的政府已開始著手規劃智慧城市，
進一步實現數位化發展的目標，同時處理人口
壓力、環境惡化、基礎建設和能源需求增加等
問題。例如，日本政府已開始執行一段時間，
藉由提供補貼，並整合來自世界各地的經驗，
以協助日本企業的發展；新加坡政府在2014年
提出了「智慧國家願景」，致力於打造智慧城
市，截至目前，接近98%的公共服務都可自網
路取得，而且還有其他政策也正在進行中（見
「政府的角色」章節中最後的圖表）。印度政
府也有建設智慧城市的期待，因此在國內選出
了100個待積極發展的城市，因為它們應該能夠
規劃自己的城市該如何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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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Deloitte Index的建構方法
參與指數
參與指數由一系列現有指數和其他公開資料構成。全部
資料來源包括：

•
•
•
•
•
•
•
•
•
•

企業參與指數：正如政府參與指數一樣，企業參與指數
主要考慮企業採用的數位化科技，包括商業環境、創新
水準和經濟體中的創業文化等因素。
個人參與指數：彙集了數位科技的應用途徑（例如行動
通訊裝置、有網路的家庭等），以及經濟體中個人的人
口統計資料（例如人口的教育和收入水準）。

世界銀行《2016年經商環境報告》；《2016年納稅
報告：全球狀況》（與PwC共同出版）；《2016年
世界發展指標》
世界經濟論壇（WEF）《2016年 網路就緒指數》；
《 2014/15年執行意見調查》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16年電子商務發展指
數》
軟體聯盟《合規性差距：2014年BSA全球軟體調查》
國際金融公司《2015年經商報告：超越效率》（與
世界銀行共同出版）
國際電信聯盟《2015年國際電聯世界電信/ICT指標
資料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等教育入學率
經合組織專利資料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金融服務可得性調查》
弗萊徹學院《2013年數位演進指數》

數位化強度分佈指數
數位化強度分佈圖是透過研究數位科技的進步，對每個
產業的影響程度而建構出來的。然後我們根據數位化影
響程度對各個產業進行加權（例如，數位化對金融和通
信產業的影響大於對農業和製造業的影響）。這些產業
加權資料來自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報告：《顛覆性
數位科技： 急速大爆炸？》
隨後按各個產業對GDP的貢獻比例（聯合國的資料）分
配這些加權。結果得出每個國家的「數位化強度」得分
－如果一個國家重點發展那些會受到數位化影響的產業，
這個國家的得分就會更高。

每個指標都參考了上述幾個資料來源。特別是WEF的《網
路就緒指數》、弗萊徹學院的《數位演進指數》以及世界
銀行的《經商便利度排名》都已被納入指標。

我們保持中國各個產業對GDP的貢獻比例，然後重新調
整各個產業的比重，讓整個經濟傾向以服務業為重點，
計算出「未來中國」的數位化強度。

政府參與指數：一方面考慮了政府使用的各種與數位科技
有關的資料分析結果，這些結果在指導政府創造政治和監
管環境發揮很大作用，促進數位科技的發展；另一方面考
慮了由政府建立的數位基礎建設的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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