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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組成變化加速
影響亞洲權力平衡

人口─是所有經濟體最基本的驅動力，而人口組成的變化正影響著亞洲的權力平衡。印度新興
經濟正順勢高飛；日本嚴重的預算赤字問題，則因人口高齡化持續惡化；而中國與澳洲的高齡
化速度也將使其商業環境重新布局。

伏虎凋零，蛟龍蓄勢

我們的分析顯示，即使身處人口發展劣勢的國家，高齡
化仍能創造某些產業成為大贏家。

首先醒來的巨人是印度，眾人緊盯著印度以勢如破竹的
態勢躋身經濟列強。本期首篇報告《伏虎凋零，蛟龍蓄
勢》便揭露印度在未來十年內，將佔據亞洲一半以上的
勞力成長。

最後一點較為費解，高齡化對於某些經濟體而言也許是
項挑戰，但同時也為這些國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商機。以
人口高齡化為出發點的產業，在預期壽命延長、健保
相關支出增加、公部門健康預算縮減等趨勢推波助瀾之
下，匯流而產生「成長群聚」現象。

拿破崙早在兩百多年前便說道：「中國是沉睡的巨人……甦醒之後，便將撼動世界。」
拿破崙的預言如今成真，但同時也有其他兩位沉睡的巨人正蠢蠢欲動。

勞力成長對於商業發展深具影響，因此印度正迎向經濟
榮景，並將持續半世紀之久。印度的興起對世界所造成
的影響可能無人能出其右，但其經濟成長卻非一支獨
秀，印尼與菲律賓也正隨著印度的腳步，正迎向經濟榮
景。印尼與菲律賓兩國的人口組成相對年輕，主要由於
兩國的出生率仍高於全球平均，使得人口在至少未來的
二十年中，對兩國的經濟成長是利大於弊。

群聚的規模大到令人咋舌，並連帶影響相關產業的商
機。
我們的分析指出，亞洲將成為65歲以上的人口最多，且
成長最快的市場，2017年至2027年期間，人口總數預計
自3億6,500萬人來到5億2,000萬人。

伺機動身的時刻
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數早已超越美國人口。在二十一世
紀中後期，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將突破10億。而實際
上，只要再25年，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在2042年，便將
超越歐元區與北美地區兩地的總人口數。

第二位甦醒的巨人，是多數亞洲地區急遽攀升的「退休
潮」。由於香港的勞動力快速高齡化，所受的影響勢必
更勝其他亞洲地區，但中國、越南及澳洲同樣也即將見
證因國內的人口高齡化所導致的緩慢經濟成長—泰國與
紐西蘭兩國的情況也相去不遠。

從現在起短短的25年內，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將超越
歐元區與北美地區兩地的總人數。

全球開始意識到高齡市場所面臨的新興挑戰，但許多企
業時常過度草率斷定市場成長的榮景已不復存在。未來
或許極具挑戰，但人口發展最終的走向尚未有定論。這
般景象並非第一次發生，日本過去便曾引領亞洲首波人
口帶動的經濟成長；但事過境遷後，現在的日本正忙於
解決人口快速高齡化的問題。

依據這項預測，屆時的商業環境將有眾多的目標客戶，
而商機則集中於人口高齡化問題直上不下的亞洲國家。

本報告的第二章節《亞洲成長轉變之際—人口組成的影
響》將探究受惠於人口改變的企業如何使潛在的利益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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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明國家洞見

各國如何脫穎而出？

以國家的角度切入人口議題也是重要的一環，也可藉此洞
悉亞太地區共同的趨勢與觀點。

亞洲是否能夠迅速或周全地因應這些挑戰，仍待觀察。
對於亞洲這隻毛髮斑白的老虎而言，其如今的成長端看人口
發展處於弱勢的國家是否能迎頭趕上，並依賴諸如生產力
振興改革、開放移民、與普及的女性勞動參與度等其他成長
驅動力。

本期報告第三章節中《以國家角度聚焦人口組成》中，我們
邀請各國專家探究三大關鍵問題，並分享其自身對於人口組
成的看法。問題主要偏重以下三者：產業機會、弱勢族群對
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數位科技在驅動勞力改變過程中
的角色定位。

高齡化對於某些經濟體而言也許是項挑戰，
但同時也為這些國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商機。

開發女性勞工投入勞力市場：各國在十年內無論是處於人口
分界上的優勢或弱勢端，只要可以充分運用潛在人力，便能
夠提振市場景氣。舉實例而言，日本、馬來西亞與印度的女
性勞動參與率便低於男性。

另一方面，本期《亞洲之聲》著重探討人力，並與上一期的
報告環環相扣。上一期報告著重討論亞太地區的數位化發
展，以及評估勞力成效；本期報告則聚焦於勞工總數。

歡迎移民人口：最受人口成長趨緩波及的國家，自然也就更
容易敞開移民的大門。不過，2017年正是全球群起反對移
民的一年。移民可以防止國家人口高齡化，但最關鍵的議
題，是政策與地價是否能確實吸引移民大規模遷入。

本期《亞洲之聲》同時強調全球人口高齡化的議題對於亞
洲的嚴重性。在2027年以前，亞洲估計有1億6,000萬人將
踏入65歲以上人口的門檻，相形之下，歐元區與北美地區兩
地預估「僅有」3,300萬人將踏入這道門檻。

確切而言，數大未必就是美，但接納年輕的高技術移民，也
許能同時讓以下三大經濟潛力的基石更加穩健：人口數、勞
動參與、生產力。

當然此一觀點並非輕忽高齡化議題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只
是以整體而言，亞洲幅員遼闊，人口高齡化的速度更勝過西
方，意味著高齡商機與高齡化議題的政策挑戰，正大舉逼近
亞洲。

因此，亞洲政策體制的關鍵考驗正步步襲來，能以政策使淨
移民指標（尤其能招徠高技術勞工）維持強健的國家，成長
幅度將比其他國家更快；同理可證，兩性勞動參與度均等的
國家亦然。

4

一般普遍認為，年長的顧客與年輕顧客從娛樂到健保等
各方面的消費模式皆不盡相同。這也說明企業或許可順
應消費者潮流，伺機而動。亞洲沉睡的人口巨人將導引
企業走向，重新調整自身商業模式的定位，以順勢藉各
產業中陸續出現的「成長群聚」現象獲利。

企業如何搶得人口先機？
風險與報酬通常互成正比－意即報酬愈高，風險愈大。
人口組成卻是另一回事，在充滿未知的世界裡，全球各
地將來的人口分布，將是未來最可靠的預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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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虎凋零，蛟龍待勢

伴隨著人口組成大幅改變所帶來的成長氣勢，亞洲的面貌在未來的十年內將
迅速改變。第三波亞洲人口成長讓蛟龍趁勢而起，也使凋零的伏虎必需正面
迎來高齡人口的挑戰與機會。
亞洲第一波的人口成長，造就了日本1990年代的「人力巔峰」，而中國的
人力經過四十餘年的衝刺，醞釀出第二波的亞洲人口成長，並在最近十年到
達高峰。
亞洲第二波的人口成長，重建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經濟版圖，其影響力
無出其右。
如今，亞洲第三波的人口成長已起步，這波潮流將使我們立足成為世界經濟
以及人口成長的中心。
圖1.1顯示亞洲三大經濟體總人口中，勞動年齡層（15-64歲）的人口占比消
長1。分析這項勞動人口（具生產潛力人口）除以總人口（總需求）的比例，
便可從中察覺不少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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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勞動年齡層占總人口數百分比—日本、中國、印度

如圖所示，日本與中國的兩波人口成長已開始消退，並將由
第三波成長取而代之，而印度是助長這波成長的主因；印尼
與菲律賓則也因與印度相似，因此緊跟其後。

不過，這些情況確實與人口組成變化的趨勢走向一致，而且
只要掌握時機，這些額外的變因通常便能提升各國的生產
力。

人口紅利

這表示過程中是著良性循環的，改善人口組成通常伴隨著
以下三種因素影響：一、因較優良的勞動力使生產力提升，
這點可見於某些國家的案例；二、更多的女性投入職場，提
升勞動年齡層的勞動參與；三、退休年齡延後，使原本介於
15-64歲勞動年齡層以外的勞動力也得以投入勞動市場。

亞洲的風向正值轉變之際，印度、菲律賓與印尼等國的人口
組成變化，將帶動出乎一般大眾意料的成長。

75%

圖1.1中的波動大致刻畫了人口高齡化的進程，但這些波動
不僅只是經濟變革的因素，同時更描述一種情況。

（其中某些趨勢一定會受其他因素而部分抵銷，例如，教育
雖能提升生產力，但高等教育也導致年輕人步入職場的時
間延後，進而降低勞動參與率。）

人口組成為整體經濟環境帶來了警示。印
度新興經濟正順勢高飛；日本嚴重的預算

70%

赤字問題，則因人口高齡化持續惡化；而

萬物環環相扣，當一國的經濟愈加富裕，其出生與死亡率皆
將下滑，導致國家高齡化：

舉例而言，日本1950至1960年代間，相對的人力提升主要
拜上列第一項因素所賜，第二及第三項因素則較晚發生於日
本國內，直到人口組成特性漸走下坡後，政策才開始著重如
何緩和勞動人口銳減造成的衝擊。

中國的高齡化速度將使其重建商業布局。

•在 貧困的社會中，生育數名小孩代表對幼童高死亡率
及為老年照護準備；如果老來無法照顧自身的話，也
能倚靠下一代扶養。
65%

而就中國的案例而言，我們也加入了政策因素，進而研究中
國與其他各國比較，其一胎化政策對首波的人力波動速度
有何貢獻。

•當 一國的經濟愈加富裕，社會也隨之產生一些變化，
例如，教育與訓練費用增加、出生率下降使女性獲得
更多機會踏入職場、預期壽命延長促使退休年齡往後
推遲等。

60%

同樣地，印度對於亞洲與全球經濟的貢獻，不僅止於勞工人
數或總人口數；其人口的成長提升了生產力，也提升了勞動
參與率，可謂改善人口組成特性的好處。

這些情況是人口波動上風處國家的人口成長助力，更是波
動下風處國家的人口成長阻力。種種因素與經濟轉為富裕
的速度未能在圖1.1中詮釋，這些情況可改變勞動力規模（
即獲得工作機會時，願意進入職場的人口比例），但與勞動
年齡層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則不盡相同。

55%

50%
1957 1967 1977 1987 1997 2007 2017 2027 2037 2047 2057 2067 2077 2087 2097 2107

日本

中國

印度

資料來源：2017年聯合國資料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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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47.1

香港

43.8

韓國

41.8

新加坡

41.0

台灣

40.6

泰國

38.8

中國

37.6

澳洲

37.6

紐西蘭

37.5

越南

31.3

亞洲

31.0

東南亞

29.1

馬來西亞

28.6

印尼

28.5

印度

27.3

菲律賓

24.6

伏虎凋零

許多面臨社會分歧與動盪日增的國家，正重新思索較為
開放的移民政策走向，而日本較保守移民政策取捨，或
許可供借鏡參考。

圖1.2：2017年統計之年齡中位數

普遍發生於日本的問題，在中國皆因其規模之大而更加
凸顯。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已超過1.5億，且一胎化政策
的影響不久後便會浮現，將使下一代的人口大幅銳減。

高齡化與人口下滑已對日本造成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即
是其下滑的潛在成長率。日本的潛在經濟成長率自1980
年代的3-4%開始，便一再下滑，如今僅剩不到1%。多
數人士認為這種「跌跌不休」的情況與勞動人口的縮減
有關。

亞洲許多其他國家的情況皆與中國相互呼應，實例包含
泰國、香港、台灣、新加坡與韓國，其情況與日本如出
一轍，這些國家大部份具有較長的預期壽命與偏低的出
生率（據統計3，新加坡、香港與韓國的出生率名列世界
前五低）。

另一方面，攀升的退休人口支出也持續惡化政府的預算
赤字。日本政府的公債現已達年度國民所得的兩倍，目
前高居世界第一。其社會安全制度建立於年輕一代提供
老一代穩定資金的假設之上，而高齡化人口組成恐怕打
破這項制度的平衡（假使未減少老年人口的津貼或未提
高青壯年人口的供給）。日本國內的人口高齡化，同時
遏制了政府修正問題的可能性，由於老一代的人口握有
影響力的一票，使制度的改革之路更加困難。

全球開始意識到市場因高齡化
產生的難題，但許多企業時常
過度草率斷定市場成長的榮景
已不復存在。未來或許備受挑
戰，但人口發展最終的走向卻
尚未有定論。

資料來源：Deloitte依聯合國2017年資料整理公佈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這五個地區將面臨與中國類似的人口組成所帶來之機會
與挑戰。如圖1.3所示，這些國家的波動起伏極度雷同。
這看來或許令人費解，因為中國國民的平均收入仍遠低
於亞洲已開發國家，但中國與這些已開發國家的步調看
似雷同，是由於中國人口組成特性一如近十年來的作
風，有著勢如破竹的大躍進。

由於國內人口的健康狀況相對良好，日本有幸避開許多
人口高齡化的負面衝擊，尤其在健康照護的方面，例
如，日本國民相對於其他富裕國家國民較少需要獲得藥
物治療。不過，日本當然未能完全倖免於人口高齡化的
所有問題。

一般而言，一國邁入高齡化需要經歷的時間十分漫長，
但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卻加速了這項進展，造成中國在圖
1.1中的勞動人口占比上升較其他國家迅速的一項關鍵，
是1980至1990年代國內的出生人口數低迷。不過，同樣
這項關鍵（及政府近年來提高出生率的效果不彰）在未
來反而造成勞動人口占比的頹勢。

日本人口組成變化過程中，特別令人出其不意的問題是
1980年代大幅成長的人口。人口組成是相對容易預測與
預防的社會現象之一，然而其仍誤導了企業、銀行與政
府機關，由於他們錯估成長的速率會延續不歇，導致房
地產與股市泡沫化問題接踵而至。按照人類思考模式的
慣性，人們慣於認為人口數會隨著時間成長，而無法輕
易面對現實的人口縮減。實際上隨著人口組成變化週期
（demographic cycle）的轉變，許多投資未能充分發
揮其價值，從而增加了不良貸款與通貨緊縮的壓力，其
他各國在此也可引以為鑑。

一個國家的人口高齡化與富裕通常是相伴而至，尤其高
齡化的部份原因是收入的關係。然而，高齡化過程的加
速，代表中國在達到一定富裕水準前，將首先邁入高齡
化社會，儘管世界仍未看清這項問題，依然認為中國是
人口鼎盛之邦。
根據中國最新的長期人口展望顯示，未來勞力的規模將
急遽下降。儘管政府對年輕一代的一胎化政策已鬆綁，
但年輕一代仍需要明顯的誘因，才能達到鼓勵生育的效
果。

高齡化所牽動的景氣衰退，以及退休人口對照勞動人口
的比率上升，將拖垮經濟成長率，因此部分人士將此跌
幅視為二十一世紀真正的「人口炸彈」2。

日本—高齡化與逐漸消失的勞動人口
1990年代之初，日本超越瑞典一躍成為世界上人口最為
年長的國家。自90年代起的25年內，其年齡中位數上攀
至47歲以上（見圖1.2）。如今日本國民的平均壽命比
1950年時高出25年。

日本特有的移民政策加劇了國內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
同樣面臨高齡化的許多歐、亞洲國家均已調整移民政
策，以便緩和高齡化所帶來的衝擊，但日本對於外籍勞
工及移民的大門依舊深鎖著。外籍勞工及移民政策上的
鎖國作風，雖未能幫助解決勞力短缺的問題，但從另一
種角度觀察，如此政策確實提升了社會凝聚力（幫助日
本度過國內危機，例如，2011年三月發生的地震、海嘯
及核災三重災害）。

人口年齡增長在某些層面是起因於預期壽命延長—日本
國民的預期壽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日本女性平均每人
一生僅生產1.4名胎兒，相較之下，世界平均為2.5名，以
日本這個未倚賴移民維持人口水平的國家而言，這項數
據遠遠不及最低所求限值2.1名。
低出生率（伴隨低移入率）已阻斷日本勞動人口的供
給。15-64歲的勞動年齡總數於1990年代登上頂峰，共
計約9,000萬人，這項數值如今已跌至7,500萬人，且依
聯合國最新的預測報告指出，這項數值在二十一世紀中
段可能持續下探至頂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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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勞動年齡層占總人口數百分比：泰國、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與中國

圖1.4：未來十年人口組成對經濟規模的增值或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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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國步上日本的後塵會是最糟的情形，將面臨成長下滑、
政府預算赤字惡化，並對房地產與金融市場帶來壓力。

上述各國在過去五十年間的成長十分顯著，正如圖1.3所
示，經濟成長可部分歸功於人口成長後，所帶動的勞動人口
占比提升。

一旦真的發生，中國將對國際造成重大衝擊，由於中國人口
是日本的十倍之多，且中國的社會安全制度仍未臻完善。此
外，發生於中國社會的高齡化狀況，將可能使全球通貨膨脹
率與利率相繼上升4。

不過勞動人口數占比的趨勢注定將往反向發展。中國、香
港、泰國與新加坡的勞動年齡層，在數年前便已邁入巔峰，
而韓國與台灣目前正值巔峰期。

這也代表中國人口組成改變所開啟的商業機會將與泰國、
台灣、新加坡與韓國等地的情況大不相同，我們將在下一個
章節《亞洲成長轉變之際—人口組成的影響》中說明。

國家的年齡中位數仍在日本之後，但可預期的是，其將成為
下個深陷高齡化泥沼、使經濟遭到拖累的國家。
這股波動推進的速度相當快。這些國家未來五十年間不僅
將無法繼續坐享過去五十年人口成長的榮景，人口組成特性
更將下探谷底。儘管後續影響大多需要時間發酵，但其中也
不乏立即見效的影響。

於此同時，香港的幼年（14歲以下）人口數，已遠不及
於65歲以上的人口數。如今，其幼年人口相較1980年代
銳減了四分之一。雖然出生率終於止跌回升，往日的趨
勢仍會遏制未來的發展，投入職場的人數會持續低於另
一端陸續退休的人數。

圖1.4詳列其人口組成預計帶來的增值或貶值結果。該計
算指出在其他前提不變的狀況下，各國的經濟規模將有
以下情形：
•對於具有人口紅利的國家（例如印度、菲律賓、印尼），經
濟規模將大幅發展。

除了「量化」上的問題外，更有調查報告發現，大量的
年輕人一旦發現機會，便會考慮移居其他國家 6。「質
化」上的問題更進一步危及了長期的勞力供給。

•對 於現今至2027年間勞動年齡層人口占比下滑的國家
中，經濟規模將縮減。

雖然這個情形在香港境內特別易見，但也難以掩蓋韓
國、台灣與新加坡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幾個地區未
來的人口組成的波動再不久的將來也將開始急轉直下。

這張圖令人印象深刻，但結論並非我們所樂見的。
圖1.3中所列的各經濟體，是公認最接近第一線影響力的
地區。例如，香港未來十年內隨著退休人口數攀升，商
業局勢將大幅洗牌5，香港65歲以上的人口數將從現在的
120萬人，上升至2027年的190萬人，在2037年更將高
達24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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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勞動年齡層占總人口數百分比：澳洲與紐西蘭

70%
這四地在1980至1990年代期間並列號稱「亞洲四小龍」
，但從今開始，這項稱號已變成「凋零的伏虎」。伏虎
的成長取決於人口下滑的走勢，其中政策的挑戰也將轉
而聚焦其他成長的驅動力，包括生產力振興改革、廣納
移民、更普及的女性勞動參與度等。

但也並非一向如此，另外一部分的亞洲（例如，印尼、
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則會跟上印度的走勢，且前景較為
看好。
圖1.6中，這些國家的曲線乍看一致，但其中各國的情形
仍略有不同。

澳洲與紐西蘭
在這些國家中屬於開發領先的經濟體的馬來西亞，在人
口組成的歷程上也走在最前端。1965年時，馬來西亞國
民每兩人中，不到一人屬於勞動年齡人口，到現在卻已
發展至近70%的勞動人口，登上人口組成特性的頂峰。
與其他國家不同之處，是馬來西亞的人口組成轉型較為
溫和，必須等到大約2050年代才會遭遇高齡化的衝擊。

圖1.5中指出另一項鮮為人知的現象：澳洲與紐西蘭人口
成長放緩的速度，在未來十年間將比日本過去所經歷的
更為快速。
何以造成如此態勢？澳洲在未來十年間為何會預期將比
日本遭遇更多的人口問題？

然而在2050年代，馬來西亞的人口組成將開始產生變
化。出生率與預期壽命的消長將會使馬來西亞的人口組
成與同集團各國產生明顯區隔。於此之後，馬來西亞會
比集團內各國更為高齡化。

箇中差異其實顯而易見：日本自1990年代中期便開始感
受到人口下滑的頹勢，並在過去十年間對國內成長潛力
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印尼的出生率下降速度較為遲緩，預期壽命的成長也較
為溫和。在未來的十年中，不難預見印尼人口組成的良
性高峰。印尼擁有較多的年輕人口，因此其人口組成對
於國內的成長將是一道助力、而非阻力。

換言之，日本早已正視此問題，而澳洲、紐西蘭、中國
及泰國等國所面臨的問題，才正要浮上檯面。
如下圖所示，澳洲將在2047年起失去自1961年持續的勞
動人口對照總人口數占比的人口組成優勢，同樣情況將
在2061年波及紐西蘭。

2030年代之後，印尼人口組成帶來的助力將溫和地轉為
阻力，與馬來西亞的情況如出一轍，但阻力下滑的趨勢
較馬來西亞更為平穩圓滑。

待勢蛟龍當屬印度與其他人口組成相似的
國家

直至21世紀末，印尼國民的預期壽命仍較為年輕，與菲
律賓旗鼓相當。

正如前述，亞洲許多國家在二十一世紀的人口組成走向
與中國頗為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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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勞動年齡層占總人口數百分比：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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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巔峰時期的潛在勞動人口：日本、中國、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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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的數值十分驚人：

印度的經濟成長如要更勝本報告內容所述，女性的勞動
參與則必須從目前世界排名倒數第16位開始振作 7，這
也是我們第二章節《亞洲成長轉變之際─人口組成的影
響》中所探討的關鍵議題之一。

•在 未來十年中，印度的勞動年齡層人口將成長至1.15
億，占亞洲整體預期2.25億勞動人口數的一半以上。

如圖1.1所示，印度的人口組成變化週期起步較其他國家
慢上十至三十年，提供印度足夠的機會追趕上他國的人
均收入水平，但印度的情況卻有一些獨特的特徵：

•在 相同的十年中，日本的勞動年齡層人口將縮減500
萬人；中國則將縮減2,100萬人。
•在 下下個十年後，直至2030年代中期，印度的勞動
年齡層人口將再新增7,800萬人；而日本將再縮減700
萬；中國則正值人口組成特性的劇烈下滑期，預估縮
減8,000萬勞動力。

•首 先，印度的勞動年齡層人口對照非勞動年齡層人口
比例的高點，極可能遠遠不及巴西與中國，巴西與中
國的這項比例在過去至少25年間皆持續走高8。

接下來的五十年將因此造就印度的榮景，印度將重新定
義世界的經濟列強。

•其 次，印度的人口組成高點相較其他國家歷時可能更
長。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項警告，同時也是契機的重點在於，
這些興起並不保證帶來富裕。印度需要建立正確的體制
結構以促進及維持成長，否則人口的成長反而可能導致
失業率持續上升及社會動盪，這些現象在非洲各國已屢
見不鮮。

如此現象造成相較東亞各國為數更少的成長動盪，增加
與遞減雙向的成長率變化都較為緩和，意味印度的人口
組成可以維繫更為大幅、長久的成長。

備戰的局勢在未來十年內或有改變

資料來源：2017年聯合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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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榮景或可長達半世紀之久

另外經濟學家一致肯定未來的十年內，印度的經濟成長
率將能擠下中國。

圖1.1描繪了亞洲的三波人口成長，依序從日本開始，再
轉往中國，現在則逐漸移至印度。

亞洲的成長趨勢正歷經重大的轉變。

是否有更多的女性得以投入職場尤其事關重大，但在過
去十年中，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由37%減至27%，不升
反降。

拿破崙早在兩百多年前便說道：「中國是沉睡的巨人……
甦醒之後，便將撼動世界」，拿破崙的預言今已成真。
如今，隨著整體亞太地區人口組成變化的影響，許多巨
人開始群起騷動，新的機會與挑戰因此湧現。

近幾年來，不單單只有印度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下滑，中
國、印尼、韓國、泰國、菲律賓與日本自2000年來，均
曾發生女性勞動參與停滯或下滑的情形。印度的女性勞
動參與率相較其他國家明顯來得更低，顯見其潛在可釋
出的勞力十分可觀。

主要由於下一波的人力將會把印度的榮景推向新高點。

但圖1.1並未完整刻畫出這些波動的實際大小，然而其中
的差異可謂天差地遠。

印度現今的潛在勞動人口達8.85億，然而：
•如圖1.7所示，這項數值在大約二十年後將暴漲至10.8
億人，且能在十億人門檻中維持大約半個世紀。

如前述所見，日本勞動年齡層人口大約在25年前達到高
峰，包含約9,000萬的潛在勞動人口。圖1.7顯示，在中
國同樣達到高峰時，其國內的勞動人口是日本的十倍，
造就世界上空前的潛在勞力，規模不下十億。

•這 批新興勞動人口，將比現今的印度勞力受到更為良
好的訓練與教育，且更多的女性將投入職場，並願意
且可以在職場上待更久，使經濟潛力得以順勢成長。

而中國近幾十年的崛起確實造成世界的騷動。
這整體狀況說明印度同時掌握了經濟潛力的三
大 槓 桿 （ 3P)—人 口 數 （ Population)、 勞 動 參 與
（Participation）與生產力（Productivity）。

儘管中國的人口組成波動滾滾向前，中國的影響力將不
僅止於此，經濟學家評估由於該國勞力技術型態的轉
型，與開放資產以提振生產力的改革可能性，因此預
言中國在未來的十年內，經濟成長率上升速度將名列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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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道破轉變的潛在因素 — 人力。人口組成在亞太地
區陸續激發各國的經濟潛力，日本的第一波成長大潮退
去後，中國便在過去四十年展露了第二波成長的氣勢，
並重新改寫世界經濟，現在，印度在第三波成長中成為
眾所矚目的焦點。世界將對印度搖身成為經濟超級強權
而肅然起敬，並緊接著見證印尼、越南與菲律賓日益漸
增的重要性。

在人口數的問題之上，更有生活型態選擇的問題。《亞
洲成長轉變之際—人口組成的影響》章節中提及，亞洲
的年輕一代常受西方同儕的生活型態吸引，而有別於上
一代長輩的生活型態。
這項選擇將推動全球化環境的需求成長，令人擔憂供給
的腳步是否能跟上。事實上，我們已成功降低為了達成
相同預期產出時所需的投入，但與較明顯可見的消費者
支出增加相比，這是一項常被遺忘的進步。

這些經濟體的勞動年齡層人口正搭著快速上升的電梯，
然而人口組成的轉變並非始終維持成長。社會高齡化所
伴隨的高退休人口將持續衝擊亞洲多國，中國與澳洲等
國將逐漸跟上日本高齡社會的腳步，其經濟成長將因人
口組成的改變而放緩。

我們終究會迎來人口組成的趨勢變化，因此我們不得不
正面迎戰，接納未來的需求變化，而非對這些改變視而
不見。

綜合以上觀點，這些影響將改寫世界商業的遊戲規則，
為成長型態與成長幅度帶來新的機會。人口總數的上升
卻也同時造成隱憂：世界的人口總數在二十一世紀中
期，將從如今的7.5億上升至10億，並帶來重重挑戰。

在下個章節中，我們將檢視多個亞洲經濟體及企業對於
這些即將到來的變化所做的應對，當中也提供企業如何
借助成長強勢的國家以獲取機會的實例，以及如何準備
迎接高齡化社會伴隨而至的挑戰。

1.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arts detailing past and future population trends in this edition of Voice of Asia. All results are taken from recently
release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
population/

2.

For example, in Ben Wattenburg’s 2004 book Fewer

3.

These results are from estimates of 2016 total fertility rates (TFRs) estimated by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SP.DYN.TFRT.IN?year_high_desc=true

4.

BIS Working Papers No 656, by Charles Goodhart and Manoj Pradhan, Demographics will reverse three multi-decade global trends, 2017:
“Between the 1980s and the 2000s, the largest ever positive labour supply shock … led to a shift in manufacturing to Asia, especially China;
a stagnation in real wages; a collapse in the power of private sector trade unions; increasing inequality within countries, but less inequality
between countries; de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falling interest rates. This shock is now reversing. As the world ages, real interest rates will
rise, inflation and wage growth will pick up and inequality will fall.”

5.

Richard Morrow, Hong Kong budget fails to address pension savings issue, Asian Investor, 2017, http://www.asianinvestor.net/article/hongkong-budget-fails-to-address-pension-savings-issue/434096,  accessed June 30, 2017

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our in 10 Hong Kongers want to leave city, with some already planning their exit, 2016, http://www.scmp.com/
news/hong-kong/education-community/article/2027021/four-10-hongkongers-want-leave-city-and-1-10-has, accessed June 30, 2017

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ndia: Why is women’s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dropping?, 2013,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
newsroom/news/WCMS_204762/lang--en/index.html, accessed 30 June 20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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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 India, Economic survey 2016–17, 2017, http://indiabudget.nic.in/survey.asp, accessed 30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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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成長轉變之際─
人口組成的影響

Deloitte《亞洲之聲》定期向亞洲、歐洲和美洲近60個國家的財務長進行調查，這些
調查在過去兩年來顯示這些主管益發擔憂，一方面擔心受經濟和政治等風險因素所
影響，另一方面也擔心受新型的風險（從突破性技術到網路與恐怖攻擊等風險）所影
響。
雖然充滿著許多不確定因素，但仍有眾多計畫能在掌握之中。實際上，在接下來的幾
年、幾十年內，在某些市場和經濟體的主要變化，仍能合理推估其發生機率。
在本期的第一章節《伏虎凋零，蛟龍蓄勢》中，闡述了我們在未來25年將見證的兩個
重要變化，包含印度來勢洶洶的成長潛能和中國勞動人口的巔峰，以及這些變化所產
生的結果。
全球開始意識到高齡化市場所帶來的新興挑戰，但很多例子顯示，企業常斷定市場
成長的榮景已不復存在，市場或許備受挑戰，儘管人口組成走向的未來命運仍未有定
論。就過去二十年的日本經驗可證，亞洲人口組成走向帶來的並非全然為負面的影響，
亦有可能帶來正面的影響。
本文將探討，採取適當對策因應改變的企業，將如何使其潛在的利益最大化，以及因
遭受人口趨勢挑戰的企業又該如何應對。

20

21

2017年9月第三期

亞洲之聲

人口組成變化帶來的挑戰有多大？

在許多國家，倒也可見到政府採取措施，以延長職涯
時間，以提升經濟產出，並藉此減輕高齡化帶來的公
共財政負擔。因此，圖2.2預設15到64歲的人口即足
以充分估算潛在勞動力的數目，但實際上可能會誇大
高齡化的影響。

如圖2.1所示，高齡化是亞洲整體的議題，除了即將產生
不良影響外，對亞洲的影響比對於世界上其他地區更為
顯著。
我們的分析顯示，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將是世界上最大
與成長最快的族群，預估2027年時，將從2017年的3億
6500萬人增加至5億2000萬人以上。

•越 來越多女性可成為勞動人口：亞洲各地的模式有顯
著不同，但在大多數國家，受雇勞動的女性遠比男性
少。因此，只要能充分善用目前還潛力無窮的勞動群
體，便能對抗各經濟體人口組成特性逐漸走下坡的趨
勢。這股潛力很值得關注，就如本篇報告最後在註釋
中所提出的討論，對印度而言，此潛在收益估計將達
數兆美元。

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已超過北美地區的總人口。本世紀
中過後，亞洲65歲以上的人數將會超過10億。
而且，在2042年前（只要再過25年），亞洲65歲以上的
人口將會超過北美和歐元區的總人口。

•移 民政策可彈性調整：這些人口預測已假設人們會
在國與國之間移動，但如果高齡化的影響開始加劇，
可能會「進口」比這些預測數據還多的勞動人口，例
如，在香港便可能如此。且就預測數據看來，日本的
人口在本世紀末時將比目前再減少三分之一，但此預
測成真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所以亞洲的挑戰有多大？圖2.2顯示未來十年亞洲地區人
口趨勢的相對影響1。
本圖可清楚看出生產者（15-64歲的勞動人口）與消費者
（總人口）之間的分界線，簡單的排名即可闡明整體市
場在未來十年的走向。
但有些因素會使這張圖所示的情況產生變化。為什麼高
齡化的影響可能會比圖2.2所顯示的來得更小呢？

•可 以積極利用年齡所帶來經驗：許多證據顯示，年
紀較大的勞動人口能以經驗彌補靈巧度與熱情上的不
足。

•退 休年齡可能延後：受到就學時間更長的因素影響，
人們開始工作的時間延後、也較晚退休。一方面是因
為現在艱苦繁重的工作較少，且預期壽命延長促使職
業生涯變得更長；另一方面，現今的待遇更加優渥，
也促使人們延長其工作時間。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願
意延後退休，但預期壽命延長，代表很多人實際上被
迫得如此。

•數 大不一定是美：最終決定人們是否幸福的，並非
是經濟體的大小，而是平均收入及生活水準。這表示
生產力跟人口數、勞動參與率同樣都是決定最終收入
的要素。先前許多可能需要年輕勞動力的勞力密集工
作，在未來幾年可能會被自動化取代。世界各地的政
府長久以來便著重在教育和技能，以作為提升經濟成
長的關鍵政策準則。
•危 機就是轉機：一如日本經驗所清楚展現的，高齡化
帶來諸多挑戰，但總有方法得以面對。實際上，日本
過去十年生活水準上升之快，幾乎與美國無異。

圖 2.1. 亞洲和世界的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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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未來十年人口增加與減少對經濟體規模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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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世界各地區65歲以上人口數

為什麼高齡化的影響比圖2.2所呈現的還大呢？
首先，某些特定因素使得高齡化的影響變得不夠明確：

而高齡化也將招致：
•預 算壓力：簡而言之，政府會向勞動人口徵稅，並給
予年輕人教育及健康補貼，以及老人在健康和老年照
護的補助津貼。由於國家稅收降低且支出增加，因此
高齡化將為政府預算帶來壓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狀
況之下，此事將對經濟成長有重大影響，因為赤字必
須藉由提高稅負或削減支出補足。

•生 產力和勞動參與隨人口曲線並進：最重要的是前述
內容所提到，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皆已產生。有利的
人口趨勢通常與上升的勞動參與和教育改善有關。雖
然有些政府已面臨人口結構特性帶來的挑戰，但當人
口鐘擺往下擺盪之際，世界對於眼前的人口問題卻尚
未做足準備。
•移 民亦將老去：移民可以協助改善全國性的高齡化，
但其效果無法永久持續。此外，從全球觀點來看，移
民實質上是個零和遊戲，在國際相互缺乏信任的年
代，只要來自「其他地方」的外來人口過多，本地人
口便可能開始擔憂。
•生 產力越低，風險便越小：以上所述之正面影響，包
括經驗所帶來的好處足以彌補「靈巧度和熱情不足」
，但是這些研究大部分以個人為主，一旦用於探討各
地區的影響時，便與最新證據所顯示的結果產生差
異。例如，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員針對美國各州不同
老化的速率對經濟成長造成的影響進行調查2，發現從
圖2.2導出的直接人口影響，其幅度還不到人口高齡
化對整體經濟成長影響的一半，因為老人比例越高的
州，生產力就越低。雖然他們的結論並不完整，但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發現高齡化的勞動力會使生產力下
滑3。

1.2

1.0

•「 銀髮票數」增加：當總體經濟力可能受成長率下降
影響時，許多人會擔心當政府削減支出時，自己將被
迫支付更多金錢以解決問題。可預見的是，老人在選
舉中聲勢將日益增長，而使國家更需要的政策遭到扼
殺。

0.8

總體而言，圖2.2可能低估了許多國家未來商業情勢變動
所帶來的影響。

0.4

每項挑戰都是商機
高齡化將使某些國家的整體經濟成長率減緩，但同時也
將為特定市場增加動力。換句話說，高齡化雖帶來成本
支出，但同時也帶來利益，且利益可能會集中在特定產
業。簡而言之，隨著年紀增長，支出項目便有所不同，
而此處便有商機。
此時，在多數亞洲地區，可發現以下重要趨勢：
•人們越來越老
•人們越來越富有
•新技術將使健康照護成本上升
•公部門預算將面臨更沉重的壓力
•罹患慢性疾病的人將會更多

•經 濟泡沫往往形成又破滅：人口組成特性驅動成長
時，預期未來將繼續正向成長的心理將會促使房地
產及股票市場價格上漲。同樣地，人口組成趨勢反轉
時，也能使企業、政府和市場過度受到驚嚇，而隨之
而來的期望落空便使資產價格的泡沫破滅。

1.4 (單位:10億)

2030年 亞 洲 65
歲以上人口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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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狀況顯示，某些產業未來的商機將比現在更大，且
這些商機的規模將令人難以想像，因為在2030年以前，
亞洲65歲以上的人口將占全世界的60%。這部分的人口
成長迅速，而總人口甚至成長得更快。

此外，上述數字並非輕忽高齡化對西方國家的影響，而
是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亞洲地域廣闊，高齡化速度將
比西方來得快，因此，也代表現今亞洲的高齡化商機及
政策挑戰，皆已表露無遺。

如圖2.3所示，亞洲65歲以上的人數已遠多於世界其他地
區。這個市場將會急速成長，本世紀中期前將會達到將
近十億人。

因此，在十年後與更長遠的將來，健康相關產業的「成
長群聚」將在亞洲發展。這些商機落於各種趨勢的交會
處，包含：預期壽命增加、健康照護成本上升、公部門
健康預算緊縮等。

實際上，這些市場已正在改變。到2027年時，亞洲將有
1億6,000萬人加入65歲以上人口的行列，然而，同樣年
齡層的人口在歐元區和北美地區的總和，將只有3,300萬
多人。

24

最後一項因素則鮮少為人所知。在大多數的國家，納稅
人於健康項目的支出較其他項目為多。然而，由於公部
門的預算壓力日益增加，更多健康照護和相關機會將屬
於私人企業，而非公部門。

25

2017年9月第三期

亞洲之聲

如長期趨勢所示，我們會越來越老，也會越來越富有，
有可能需要健康照護，因此我們也將為此支付更多金
錢，且將更有能力支付。此外，科技日新月異，許多人
類的期望都可能實現，所以未來將有更多照護措施可選
擇。

政策難題來襲─技術移民的去留？
亞洲是否能夠迅速或周全因應這些挑戰，仍待觀察。
•開 發女性勞工投入勞動市場：各國在十年內無論是處
於人口分界上的優勢或弱勢端，只要可以充分運用潛
在人力，便能夠提振市場景氣。舉例而言，韓國、日
本、印尼及菲律賓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不僅落後男性，
近年來也未見起色。對印度而言更是如此，其男女兩
性的勞動參與率鴻溝是前述經濟體的兩倍，這樣的鴻
溝在本世紀也將繼續加深。而亞太地區的澳洲、紐西
蘭、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及香港等國情勢則相
反，自2000年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反而大幅好轉5。

當然，某些科技的進步可使成本降低，例如，開發新藥
就代表不再需要進行手術，或因技術改善使術後恢復更
快，進而縮短住院時間。
另一方面，世界上主要疾病類型正往慢性疾病發展，例
如，糖尿病、某些類型癌症、失智症、帕金森氏症、心
血管和肌肉骨骼疾病等。此外，「肥胖」這項趨勢也可
列入此長期趨勢中，而未來幾年亞洲受糖尿病所苦的人
數將有暴增的風險 。

•歡 迎移民人口：最受人口成長趨緩波及的國家，自然
也更容易敞開移民大門。雖然2017年正是全球群起反
對移民的一年，但也並非無成功案例可循，例如，新
加坡低迷的出生率，理應造成人口成長趨緩，不過由
於該國對移民抱持相對開放態度，因此，在人口預測
中的表現超出預期。而移民接受意願最高的地區通常
是無心插柳，例如，馬來西亞擁有龐大的外籍勞工，
泰國亦然（儘管泰國部分的外籍勞工為非法），這項
問題在香港境內尤其顯著。來自中國的移民起初湧入
香港發展，並持續成為香港發展的動力，因此，香港
境內有大批來自中國的專業技術人員，但低技術勞工
的移入，則受到嚴密控制，其中，最關鍵的議題是，
政策與地價是否能真正招來大規模的移民。

上述慢性疾病有可能是未來健康照護花費的重點項目。
隨著亞洲人壽命延長，越來越多人患有雖不致命、但需
要更多照護的疾病。
這不僅是指未來疾病持續的時間較長，亦指許多因上述
疾病而生的新商機平均來說將更衰退。當生活艱難時，
你或許會買點新衣服或到餐廳用餐，但你也極有可能會
立刻去治療背痛或發炎中的牙齒。
畢竟，疼痛是股強烈的驅動力。
因此，對於在這些市場銷售的企業而言，這是頗受歡迎
的有利條件，他們明白未來前景一片光明。這正是為何
亞洲在健康照護和相關產業都將迎向成長，並發現亞洲
消費習慣的重大改變，將帶來可觀的商機。

•提 振出生率：另一項關鍵措施是再次提高出生率，即
便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對勞動人口數量有所影響。

若人口組成改變勢不可擋（demographics is destiny）
，未來健康及相關產業在亞洲地區發展必定也是一片光
明，這股必然的趨勢對企業而言，代表是值得長期投資
的機會，也是未來幾十年必定成長的產業。
4

確切而言，數大未必就是美。澳洲的長期政策便以廣納
年輕、高技術移民為主，同時讓人口數、勞動參與、生
產力這三大經濟潛力的基石更加穩健。

試比較下列兩種情況：其一，是印度女性勞動力的勞動
參與率維持在現階段的27%，另一種情況則是在2030年
以前，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逐漸攀升到49%（與日本
目前狀況相同），後者看來或許是大躍進，但與圖2.4中
的國家相比之下，也不過僅將印度的排名提升至倒數第
二。

亞洲政治體系的警鐘已敲響：當國家在與高齡化影響搏
鬥之際，能以招攬高技術勞工維持強健的國家，成長幅
度將比其他國家更快；同理可證，兩性勞動參與率相等
的國家亦然。

假設上述的改變將使女性在受僱經濟體中的人數成長兩
倍，而又再計入其他勞工，整體勞動力將超過預期標準
至少20%。

女力：印度如何受惠於女性國民？

再者，即便已考量女性薪資低於男性的窘境，印度整體
的經濟規模仍將因此成長約六分之一，或以目前的購買
力而論，相當於一年增值將近2兆美金6。

印度未來十年潛在的勞動人口將增加1億1,500萬人，超
過亞洲整體預期勞動人口成長2億2,500萬的半數。
但這股潛能該如何才能真正付諸實現？印度女性勞動人
口的勞動參與率名列世界排名倒數第16名，如能提升女
性的勞動參與率，未來幾年以人口成長帶動的印度經濟
將如虎添翼。

種種數據乍看之下十分誘人，但要實現並不容易。日本
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仍不及50%，足以顯見，這些進展終
究並非一蹴可及。

圖2.4：2015年女性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

印度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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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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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印度女性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
率名列世界排名倒數第16名，
如能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未
來以人口成長帶動的印度經濟
將如虎添翼。

印度與日本之差距比率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組織與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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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世代來拯救？

「人」並非唯一重點，
更須顧及方法與地區
各經濟體將面對其他的影響因素與挑戰。第一章節《伏
虎凋零，蛟龍蓄勢》便指出，人口成長極其可能改變人
們期望的生活型態，造成環境更多壓力，例如，食物與
用水的需求、潛在的污染等，這些挑戰也可能是受過去
延續下來的後果，卻持續對現今的環境造成影響。
都市化的長遠影響在亞洲仍持續存在。即便中國的人口
成長是成功的關鍵所在，但人口在鄉村與都市之間的流
動也不容小覷。根據官方統計，中國境內的移民總數高
達總人口的10%7，相當於1億5,000萬人；而其他評估則
認為實際數字應超過官方數字的兩倍8。
都市化為亞洲各經濟體同時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在
印尼與菲律賓等快速成長的區域中，大量的建設需求顯
然是股龐大的商機，但在發展緩慢的區域，「住」的問
題卻可能破壞社會和諧。

本報告從人口組成趨勢所帶來的挑戰著手解析，但人口
組成並非已全然底定。儘管高齡化人口組成將導致成長
潛力下降，但如果成長中的世代能帶來足夠的生產力，
即可降低其影響。

但他們的目標是儘量減少自己的物質財產的擁有率，以
簡化生活型態，但於此同時仍會使用想要的服務。在極
簡化的經濟體中，由於對服務的需求高於物質產品，
因此，物質財產所有率將會降低，極簡世代轉而投資健
康、福利及生產力，「共享經濟」或許正是極簡世代來
臨的原因及結果。

舉例來說，中國正面臨著考驗。當人口正邁向高齡化之
際，中國的潛在勞動力已開始減少，但好消息是，未來
十年內，年輕勞工就業人口將逐步增加，可望脫離人口
組成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但是年輕人作為「生產者」的行為，可能會比他們作為
「消費者」更能證明其革命性。在印度及中國，平均而
言，即將成為勞動力的下個世代，其所接受的教育比現
在的勞動世代更好。

《亞洲之聲》9第一期指出，亞洲的年輕人正引起市場機
制革命性的變化：「樂觀的新世代開始扮演左右本國經
濟方向的角色：這個世代族群精通科技，極能適應全球
中產階級的無國界消費主義，但也受到父母及祖父母對
於平穩消費（consumption-smoothing）的觀念所影
響。這些新消費者正是現在亞洲和世界所需，他們天生
樂觀，且對創新和新概念相當開放。」

因此，這可能讓這些年輕勞工能更善加運用第二期《亞
洲之聲》12所提及的「提高生產力潛能」，而讓新數位科
技充分發揮效力。

這些生活型態的趨勢對於未來幾十年整體的經濟趨勢而
言，無論是勞動參與或生產力，都跟人口組成同樣重
要。未來四十年的經濟成長預測指出13，印度和印尼在成
長速度方面處於領導地位，每年以將近5%的速度成長。
雖然中國的成長可能會受負面的人口結構而影響，但其
平均成長率預估達3.3%，代表該經濟體在這段期間內，
於全世界經濟成長所占的比率仍超過四分之一。
再加上印度和印尼，以及另外三大亞洲經濟體，自現在
至本世紀中期，將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占有過半比率。
所以，有些事或許注定改變，但亞洲終究將維持其世界
商業強權的地位。

這是別具亞洲特色的故事，此地區的年輕人在全球樂觀
名單中排名在前端與中間的位置。我們針對千禧世代10的
研究發現，在開發中和富裕國家年輕世代對未來的期望
有所差異。在新興市場中，千禧世代占有72%比例，預
期自己的財務狀況比父母良好，情感方面則有62%的人
如此認為；但在已開發國家中，只有36%的千禧世代預
測自己財務上將比父母富有，也僅有31%說他們會比父
母更快樂。

富裕都市與貧困鄉村之間的差距也會增加「中等收入陷
阱」的風險，使得經濟強勢發展的時期出現停滯。
人口組成特性更可能衍生進一步的風險，勞動人口下降
不僅導致薪資壓力漸增、國際競爭力受限，也增加了退
休金或醫療照護等公共支出的需求。

時代正迅速改變中。當我們從千禧世代轉往「極簡世
代」11時，新類型的消費族群誕生了。極簡世代與千禧世
代有一些共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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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角度探究人口組成

人口組成特性為各國帶來豐富的挑戰與機會，因此，以國家的角度詳細探討人口組成議
題也是重要的一環，藉此可以找出亞太地區共同的趨勢。
本期《亞洲之聲》以各國自身的觀點，就人口組成議題深入探討下列三大關鍵問題：

1.	
各區域的人口變遷為產業帶來哪些商機？
2.	
隨著人口變遷的影響，各區域如何看待貧富差距、社經地位不均
與弱勢群體的湧現？
3.	
數位科技如何以驅使勞動人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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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日本

產業商機

人口變化也使醫療服務業的需求穩定成長，因為民眾更
加重視健康，進而追求更完善的服務，但供給端的腳步
明顯無法跟上。

中國的人口逐步邁向高齡化，原因不只是現代人壽命較
長，也因為國家下一代的勞動力—年輕人較少之故。因
此中國政府近來決定放寬一胎化政策，甚至鼓勵婦女生
產第二胎，然而，此一政策至今的成效卻十分有限，出
生率僅從2000年不到1.5%微幅上升至20151年1.57%。
過去10年間，年輕人口總數大幅下滑或許就是近年製造
業勞工短缺的元凶。

健保政策方面，台灣與香港的全民健保經驗則可供借
鏡。台灣與香港的預期壽命分別為80和84歲2，勝過許多
已開發地區，且健保支出控制得當（各占兩經濟體GDP
的6.7%與5.7%），與中國的5.7%相距甚近3。

人口變遷與不均
而水漲船高的勞力成本已導致部分產業外移至印尼、越
南等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並持續帶動自動化的趨勢和
廣大的技職教育需求。

然而，即使中國試圖緩解人口趨勢造成的負面影響，政
策措施仍應同時關注弱勢團體的福利。

數位科技的影響

產業商機

中國數位科技所帶來的種種改變令人讚嘆。由於勞力成
本大幅上揚，中國政府決定透過機器人與人工智慧使價
值鏈升級，藉此提升國家生產力。

日本人口快速高齡化已改變消費者的需求與各行各業迎
合消費者的方式。儘管整體人口減少對需求產生負面影
響，但日本經驗顯示 6,7，人口高齡化也可能帶來正面影
響、提升了特定產業的需求，例如：

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崛起之後，高重複性且無須人際互動
的工作相繼被取代。這對中國而言是項別具意義的挑
戰，因為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驚人成長大多源自對於製造
業的重視，而非服務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
意味著，相較於其他許多國家，機器的高度普及率將對
中國帶來甚為重大的影響。

•老人健康照護與看護服務，包括殯葬相關服務。
•老 人消費品，包括拋棄型紙尿布、高品質但份量少的
每日膳食、抗老產品、高檔精緻郵輪或鐵道旅遊等。
•適 齡 房 屋 與 社 會 基 礎 建 設 ， 例 如 ， 鄰 近 市 中 心 的
高樓公寓，以及遵循都市設計理念的「緊密城市」
（compact city，意即在有限區域中達成高居住密度，
且同時具有多種社群功能）。

舉例而言：
這項人口發展趨勢整體將造福服務業，但對於製造業不
利。以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國已有一流的基礎建設作為
後盾，應更進一步培養學歷與生產力兼具的勞動力，鞏
固自身在製造業的優勢。

中國飛快的都市化腳步與資產通膨，意味著無殼蝸牛在
大都市中必須更努力求生。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是移工，
他們一窩蜂湧入城市後，卻發現自己可能不得不返回原
本的鄉村。再者，對這些移工而言，想在瞬息萬變的經
濟環境中習得新技能，可謂困難重重。

此外，一如全球普遍的現象，中國90後世代並不排斥借
貸，對數位支付的接受度也較高，因而樂意消費、儲蓄
意願偏低。如果忽略了中國這批年輕的消費族群，便不
足以真正了解中國消費持續成長的現象；由於這群人勇
於消費，反倒調和國內的經濟衰退，逆勢帶來成長。此
現象也傳達了明確的政策意涵，意味中國無需另一波振
興方案來預防潛在的經濟衰退。因此，以中國消費者為
主的企業，更必須正視這群90後的消費能力。

被遺留在鄉下的長者處境更為艱難，其能獲得公共服務
（例如醫療照護）的管道十分稀少，即使陳情也只是徒
勞。
成功在都市裡安頓的移工同樣也面臨挑戰，這些移工的
小孩時常甚至無法適當獲得都市居民習以為常的基本福
利。
簡言之，人口高齡化雖凸顯中國必須跳脫中等收入陷阱
的迫切性，以提高生產力為目標的部分政策卻正也暴露
了弱勢團體的劣勢，因為這些團體所擁有的教育、醫療
照護以及社會流動程度皆較為偏低。

•某能源企業大廠已打造四座示範性智慧工廠，這些測試
工廠的勞動生產力提升了10%以上4。其坐落於中國南部
鎮海的廠房是首座全封閉、全自動化的化工倉儲，精簡了
66%的廠內員工人數。

•資 產管理與遺囑信託服務，以及著重長壽風險而非死
亡風險的保險產品。
高齡人口除促進上述產品與服務的產業商機外，對供給
端產生也形成一些正面影響，因為下列技術、服務的需
求將陸續增加：

•某 大型家電製造商將原有工廠改裝為智慧工廠，成功
將員工人數從原先3,000多人減至700人5。
•中 國企業很可能有機會成為當紅金融科技的全球領導
者，有趣的應用日漸普及，例如，全靠人工智慧所完
成的投資與交易，並運用大數據預測市場趨勢及改善
投資組合的績效。

•勞力節省的技術：包括機器人、共享經濟、人工智慧等。
•高齡勞工的再訓練服務：因應勞動市場需求增進高齡人
口退休後能力。

•機 器在醫療照護中被用以完成特定工作，例如，協助
拍攝醫學影像、精密醫療照護、健康管理、藥物研究
與研發等。

•兒童照護服務：促進女性勞力流動，以及提供各項支援
職業婦女的相關服務8。
•外 籍勞工培訓服務：協助外籍勞工提升能力，以符合
日本移民法規門檻，並提供支援留日外籍人士所需之
各項日常生活服務。

在可見的未來中，數位化、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持續的發
展，將促使勞工從高重複性高的工作分流至創新工作。

中國擁有超過10億的潛在勞動人口，
這被視為世界上最龐大的勞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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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日本的總人口數以每年減少25萬人的速度下降，
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這個數值甚至有可能成長為雙倍。

產業商機

人口變遷與不均

印度的人口紅利在過去30年間帶動經濟成長，未來幾十
年更可能持續帶來正面效應11。不過這項效應並非在整個
經濟體內均勻擴散，反倒獨厚部分的產業。

印度經濟成長的速度讓許多國家望塵莫及，但是國內所
得不均的情況卻仍未見改善，主要原因為國內農產業成
長不足，造成農村人口快速流入都市，但這批人潮大多
數仍以農業賴以為生，因此不僅造成了都市基礎建設的
壓力，也產生一群低收入、無法享受服務的清寒都會人
口。同理，雇農、邊緣農民、農村工匠、受環境與政治
動盪影響的社區族群，仍舊難以從印度強勁的經濟成長
中汲取好處。

廣義而言：

人口變遷與不均

數位科技的影響

潛在成長率下滑導致貨幣政策更為鬆綁，但偏低的利率
（以及因低利率所產生的高資產價格）卻深化了富裕的
年長世代與所得偏低的年輕世代之間的不平等。

數位科技或可成為解決人口高齡化與人口縮減的一帖靈
藥。

隨著時序推進，如此的差異將使年輕世代在經濟上對年
長者更加依賴，降低年輕人結婚成家的意願，造成出生
率一蹶不振。

自動化駕駛技術便是為人樂道的案例，其解決了運輸業
因電子商務服務及產品需求興盛所致的勞力短缺問題。
業界已導入無人機技術進行到府送件服務，開拓偏鄉的
服務範圍。

此外，握有實質資產的重要性（例如，大城市的房地
產）漸漸取代了收入的流動性，使得富裕與清寒家庭未
來幾代的門戶漸深（未來調漲遺產稅或許不失為一種解
決之道）。

在未來，機器人照護年長者的能力，例如，移動久病在
床的年老病患、刺激老人心智並透過人工智慧聊天與互
動等，全數皆有望升級，這些發展更有助解決日本各地
長照人員不足的問題。

人口下滑與高齡化所引發的問題也將波及弱勢群體，影
響社會和諧，這些問題中有部分已受到關注，例如，透
過落實緊密城市的概念，鼓勵年長者自鄉下搬入市區10。

人工智慧也能促使進階的製造技術在資深年長勞工與資
淺新鮮人之間流動、轉移。部分的創新企業已著手使用
人工智慧分析技術嫻熟勞工的「隱性知識」，這股態勢
普遍見於頗受高齡化影響的重點製造業，例如，鋼鐵與
機械產業，卻也同時見於傳統表演藝術產業與農業之
中。

人口因素也將改變政治局勢。年長者的聲勢日益壯大，
在民主社會中占有多數優勢，使政府改革退休金及醫療
照護制度的過程窒礙難行，同時可能意味著代間收入將
自年輕人口流往高齡人口，造成更多的開銷而無法進行
投資。

•服務業受惠最深，主要由於高流動性、高適應性及高學歷
勞動人口的增加，因而造福了服務業。
•最顯著的改變莫過於是IT產業自人口變遷中受益。IT業
最初的商機來自外包產業，憑藉高等教育作為基礎建
設的支持，栽培出眾多具備英文能力的工科畢業生，
這群畢業生足以勝任同等的工作，工資卻相對低廉。

一旦無法弭平這些不平等的差距，印度利用未來人口驅
動擴張得利的能力便可能受限。實際上，世界經濟論壇
在《2016年全球風險報告》中便明確指出，不平等是這
10年間全球成長所受最大的風險12。從政策的觀點來看，
推動包容性成長（包含就業與教育方面）的主要條件便
無非在於政府落實政策與服務的效率。

•IT業的成功經驗在許多服務業領域中一再複製，印度
的教育系統已足以提供這些領域所需的專業技能畢業
生，例如，醫療照護、會計、資料處理和法律流程等
外包。

數位科技的影響
「數位印度」是印度嶄新的抱負。推廣、普及數位化是
主要的重點，以數位化為工具提供直接取得公共服務的
管道，以及隻手創造開店立業的機會，並以低廉的成本
拓展教育。政府正致力推行這項新政策並輔以最近的「
去貨幣化」（demonetisation）政策，鼓勵民眾停止使
用現金，投向電子支付的懷抱，並參與正規金融市場。
近期開始徵收商品和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
則可望促進稅負數位化。

•製 造業同樣受惠於幾項與人口相關的因素，但整體製
造業受惠的程度不一，也不及服務業。
•農產業是印度最大的勞動市場，但其錯過了科技創新的
順風車，以至於生產力不振，工資壓力直上不下。
此外，印度的人口結構造就了龐大且彈性的國內市場。
印度擁有全球數一數二的消費者基數，就消費能力與意
願而言，這項基數正突飛猛進。

語言是日本無法廣納外來移工的其中一顆絆腳石，日本
政府也已開始尋求解決之道，近幾年開發出許多便利的
翻譯軟體，特別以智慧型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為主，方便
日本國民即使在不諳外語的情況下，也能與外國人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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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私部門也著手以數位化作為提升銷量的手段，更多企業
則運用科技研擬特定市場的商業模式，本土超大規模的
零售產業與電子商務產業攜手成長便是絕佳的例子。拜
網際網路與行動科技普及所賜，兩者業績皆開出紅盤，
但箇中的商業模式卻不盡相同。以數位化作為主軸，連
結小店面、都會服務、物流、運輸、甚至信貸市場等，
都有勢如破竹的成長。

印度的人口數將在接下來
33年間由8.85億人口成長至
11.2億。

然而，科技成長也對就業機會造成威脅，至少短期
而 言 是 如 此 的 。 IT產 業 方 面 ， 首 屈 一 指 的 印 度 軟 體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 Service
Companies）便估計，大約40％的勞動人口需要繼續磨
練技能，以在自動化的進程中能保住飯碗，而50-60％的
工作則將要求全新的技能13。自動化帶給製造業的挑戰更
為嚴苛，許多實例顯示企業（包括航空業、倉儲業及汽
車生產業）大多依賴更高階的機械化與機器人技術。事
實證明，科技將取代低技能、高重複性的工作，並創造
更多高技能的工作。

科技的改變對於印度將帶來以下趨勢：
•短期就業機會的威脅：假如政府與私部門無法適當做出
回應（例如，打造合適的基礎建設，使人才能在新興科技
環境中各有所長），那麼威脅便可能自此轉為長期。
•另一方面，科技的改變也為諸如紡織、玩具、電子製造
及組裝、營造及基礎建設等勞力密集產業，點燃了以印
度人口基數成長的一線契機。
•科技的改變也將在富裕的老年人口、社會創業等特定族
群市場，帶來服務的商機。

產業商機

由於退休人口的漲幅高過勞動年齡層人口 18，因此退休
金制度與保險配套措施也逐漸無法負荷。此外，台灣自
2000年開始19，經濟成長已趨緩，雙重因素致使政府必
須修正制度。除了對年長者提供直接幫助，「長照2.0計
畫」也希望賦予在地社區力量，照顧社區內的高齡長者20。

隨著預期壽命節節高升，以及嬰兒潮的出生人口至今已
屆退休年齡，使得台灣老年人口的比例始終日益攀升。
台灣不久後即將邁入高齡社會（14%以上的人口年齡滿
65歲以上），高齡人口比例更預計在2025年突破20%，
形成超高齡社會14。

數位科技的影響

預期壽命延長，以及1950-2000年間的高度經濟成長15，
提升了高齡的行動器具、服務、慢性疾病預防及治療的
需求。消費者的養生意識抬頭，進而創造了有機食品與
健身產品的需求。

台灣政府已立下目標，希望推動政策協助國內企業轉
型，使台灣成為「數位國家、智慧島嶼」21。

為使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台灣政府推出「長照2.0計
畫」並於2017年生效。這項計畫預計在2021年前，將社
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的總數上推到4,529個，較2016年總數
增加一倍以上。這項計畫也將增加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的服務項目，期許讓更多需要此項服務的人透過這些據
點得以獲得所需的照護16。這項計畫更造福醫療解決方案
供應商，使透過這些服務中心推廣自家服務。

•亞洲矽谷：透過打造物聯網生態圈，並聚焦行動生活、人
工智慧、自動駕駛、擴增實境／虛擬實境（AR/VR）、物
聯網資安22及新南向等六大目標23，政府期許台灣成為亞
洲的矽谷24。

政策包括：

•金融科技與監理沙盒：台灣行政院草擬的監理沙盒草案
尚待立法院拍板定案，這項草案將開放金融機構與科技
公司在現實商業環境中，以創新的服務、產品及商業模
式試水溫，並享有法規上的免責保護25。

人口變遷與不均
1998年至2006年期間，台灣人口高齡化與所得不均惡化
的關係環環相扣，其中部分原因可歸咎於多代同堂家庭
數量的下滑，加上越來越多的年長者只靠退休金度日的
影響17。缺乏工作上的收入，使得部分年長者得靠政府津
貼生活。

•智 慧製造：政府成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協助國內製
造業轉型符合工業4.0標準，立志維持台灣眾多「隱形
冠軍」的競爭力26。

台灣是世界上人口急遽老化的社會之一，根據估計，到
了2018年，65歲以上的人口將占總人口數的14%；2025
年，其比例更高達20%，將觸及超高齡社會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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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菲律賓

產業商機

產業商機

人口變遷與不均

菲律賓的人口初估將在未來10年跨過1.2億門檻，較目前
人口增加1,500萬人31，但儘管預期壽命持續增加，人口
成長率預估仍將不敵出生人口與出生率雙雙下滑，因而
逐漸遲緩。

由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35）公布
的報告中指出，亞太地區有將近4億人口因收入差距擴大
而無法擺脫貧窮，但基於以下原因，未來幾年如此的差
距有望減少：

世界銀行資料顯示，菲律賓都市化的腳步領先亞洲其他
地區，首都馬尼拉更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都會區32。目
前有45%的菲律賓國民居住在城市，這項比例將在2050
年上看65%33。都市化有賴城市改善基礎建設與交通運輸
系統，才得以生生不息。

•偏遠地區的收入提高：都市化對於偏遠地區而言是把雙
面刃，部分人士單純只看到勞工離農業遠去，轉而往都市
賺取更高的薪酬，但政府對於改善農村基礎建設所做的
努力事實上卻可以促進產出，並且提升農村收入。

數位科技的影響

幾點重要發現包含如下：

泰國政府大力扶植數位科技的發展，將其列入整體泰國
4.0計畫的一部分，旨在發展未來的十大產業 30，立志
將國內的傳統農產業、製造業及中小企業轉型成為「智
慧」企業，並將傳統服務業轉型為高價值服務業。這項
政策希望能推廣創意與創新，並在同樣具有高附加價值
的經濟活動中活用科技。

•營建產業的成長：都市化會導致住宅、機動運輸系統及
基本服務的需求紛紛增加。菲律賓政府更計畫在未來
五年內增加基礎建設支出，作為「大建特建」（Build!
Build! Build! ）計畫的一部分，並強調在期間內將基礎建
設佔GDP的比率從5.4%提升至7.4%。營建產業將在未
來成為菲律賓經濟成長最主要的貢獻者。

•政 府干預：主管機關已採行計畫，期望在2040年以
前消除貧窮36，並在這段期間內將人民平均所得提升3
倍，希望因此遠離貧窮與飢餓。

科技能夠填補技術短缺與勞動人口高齡化之間的斷層。
由於人工對於高齡人口而言過於吃力，因此朝自動化與
機器人技術的轉型將有助提高生產力與效率。不過，泰
國政府必須保障國內勞動年齡層人口具備高科技流程的
運作能力，也意味著國內政府必須大刀闊斧地改革目前
的教育制度。

•教 育程度的提高：菲律賓國民在歷經都市化後，逐漸
意識到提升自身技能的重要，未來才能獲得更好的就
業機會。除了廣設教育機構外，透過網路線上平台學
習專業技術或甚至獲得學位的課程也將成為提升教育
程度之關鍵。

•扶 養比居高不下：泰國老年人口所依賴的成年人口數
一再萎縮，導致扶養比急遽攀升28，使泰國國內的勞動
人口備感壓力。

泰國正邁入人口成長減緩、人口急遽高齡化甚至可能縮
減的時代。總人口數減少的情形預計將在2020年代的中
後期出現，主要肇因於國內的出生率不振，遠低於過去
20年間的人口替代水準2.1人27。泰國的都市化也正馬不
停蹄地向前，越來越多人口從農村流向曼谷等都市，期
盼找到更好的工作。

•人才流失擴大城鄉差距：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
使國家財富分配差距懸殊，更由於農村地區缺乏適當、
吸引人的就業機會，因此越來越多受過教育和具備技能
的勞工（以年輕人為主）選擇前往都市地區，都市化飛
快的腳步使貧富差距問題更加疏遠。老年或清寒人口（
不具遷徙能力者）時常被遺落在鄉下地區，城鄉差距
更是雪上加霜。泰國超過40%的清寒人口居住在東北地
區，而曼谷市內的清寒人口則不及全國的5%29。

這些人口變動為某些重點產業引燃商機：
•年長者照護：醫療照護產品、照護服務、醫生與護士的需
求一致成長，因此老人社區、退休中心及養老院等長期安
養機構的需求，都是商機漸增之處。
•向 服務業靠攏的經濟平衡：這些重大的人口轉變使泰
國搖身成為醫療、健康旅遊等高齡服務的供應商。此
外，由於全國高齡化且勞動人口下滑，將有賴自動化
以提高整體效率，彌補損失。

人口變遷與不均
人口結構的變動已擴大收入及社經地位的差距，並使弱
勢群體的人口數上升。主要趨勢包括：
•整 體經濟尚未好轉前便已老化：勞動人口數下滑、生產
力在經濟上看高收入水平前便坐上溜滑梯等中等收入陷
阱，是泰國眼前深受的風險。

然而，其他的風險依舊存在，特別是教派之間的衝突可
能深化這道鴻溝。菲律賓的穆斯林信仰約占總人口的
5.6%，在當地屬於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菲律賓較為貧
困（南部）的地區。在2015年，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的居民有59%被列為貧困人口，其中更有三分之一為赤
貧37。各地（例如馬拉威市）近來爆發的衝突事件，使經
濟發展難以向下紮根克服貧困問題。

數位科技的影響
數位科技的進步提升了菲律賓金融機構的效率。例如，
菲律賓群島銀行與菲律賓BDO Unibank Inc.近來投資聊
天機器人及人工智慧，簡化後端流程並擴大客戶服務。

•業務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業務流程外包產業的迅速擴張為不少年輕勞工帶來中產
階級的工作。目前菲律賓國內設有將近800個電話客服
中心34，而且這項數字在未來幾年可望繼續成長。

菲律賓已經抓緊這波數位化浪潮，將在做好充分準備後
再創高峰。菲律賓擁有東南亞數一數二的育成中心，以
及適當的監管配套制度，數位科技可望推動國內的創
新。隨著近期QBO創新中心落成，新創公司與年輕企業
家得以借助該中心的資源，建立更為永續的事業。

世界銀行研究顯示，菲律賓
為亞太區域中都市化程度最
快速的國家之一。

泰國正進入人口成長緩慢、
人口加速老化且整體人口萎縮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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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遷與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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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變遷與不均

與亞洲各國相比，越南的人口結構相對年輕，近半數的
人口年齡落在30歲以下，但越南人口高齡化的腳步也悄
悄地展開，預估持續到2040年。

人口變遷所產生的副作用如下：

馬來西亞的整體人口預計將成長75%以上，從25年前
1,900萬人增加至2022年將近3,400萬人。65歲以上的
人口更預計將成長三倍，從70萬人暴增至250多萬人，
占總人口數的7.5%，凸顯馬來西亞需要改善醫療照護方
案，才能迎向高齡化的社會。

就家庭總收入（包括農村與都市地區）而言，馬來西亞
國內收入不均的程度在過去十年間有所改善42。關鍵點包
括：

•扶 養比竄升：由於出生率下滑，孩童占總人口的比例漸
小，急速高升的高齡人口反倒拉抬了整體的扶養比。

造成如此情況的原因是十分典型的因素：越南的出生率
顯著下滑（從1980年每位婦女平均產下5胎，到2016年
每位婦女僅產下2胎），同時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延長，從
1960年的40歲延至目前的73歲38。

•性 別比失衡惡化：越南國民倚靠產檢了解胎兒性別與
去留，導致多年來性別比失衡，2014年越南國內男女
出生性別比為112.2：10039，遠高於當時的全球男女出
生性別比104：100。雖然這代表女孩與年輕女性的人
數相對較少，但由於女性的平均壽命依舊比男性長，
因此65歲以上的人口預估仍以女性占多數。

越南的人口趨勢讓人從占總人口近半的年輕人和新興中
產階級身上看見機會，並滿足其晚年的需求。
兩項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根 深蒂固的城鄉差距：儘管近來實施減貧方案，但城市
與鄉村、平地與高地、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差距反而
相去更遠。隨著越來越多年輕人搬入都市，獨留清寒與高
齡人口在農村地區，如此情況會更加惡化。

•醫療照護成為重點產業：對於醫院、高齡照護及藥品的
需求皆將持續上漲。
•中 產階級生活方式改善：隨著國家發展，大批民眾群
起遷入都市，尋求更好的工作，也因此產生了一大群由
於薪資增加而變得更加富裕的新興消費群。初估民生產
品、基礎建設、IT、教育、汽車和營造業的需求也將隨
之攀升。

數位科技的影響
越南的數位經濟正如日中天。該國的資訊與通訊科技
（ICT）產業及手機普及率的成長速度領先亞洲各國。研
究發現，大約43%的越南國民會先藉由網路廣告了解產
品後再下決定40，這項行為已掀起在地新創公司與中小企
業的創業潮。

越南的人口趨勢可望繼續壯
大目前已占近半數的年輕、
新興中產階級人口。

•政府支出增加：過去十年來，馬國政府為解決收入差距問
題，因而致力改善財富分配。2009至2014年間，所得位
於後段40%的平均家庭收入每年成長11.9%，超過整體
人口平均家庭收入的年成長平均值7.9% 43，有助縮減各
所得級距間的差異。

重點趨勢包括：
•年長者的醫療照護需求增加：隨著馬來西亞的人口高齡
化，慢性疾病與行動不便等問題將更為常見，導致高齡醫
療照護專業人員的需求增加。高齡關懷、復健、社交團體
與居家看護等服務也必須及時跟上需求，讓年長者能在
社區內頤養天年。

•調 高最高所得級距的所得稅率：馬來西亞現行最高所
得級距稅率為25%，明顯落後於部分亞洲經濟體（例
如，韓國為38%；泰國為35%）44。調漲稅率將有助縮
減收入差距，替國家發展與扶貧計畫創造收益。

•保 險需求增加：人口高齡化將推動健康保險產品的需
求，不斷推陳出新的壽險方案便是一例，因為越來越
多的民眾意識到長期醫療照護可觀的成本。

•促 進種族平等的改革政策：近期公布的種族歧視報告
顯示45，馬來西亞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持續惡化。政府
應側重以需求為主的政策，不計種族，幫助所得位於
後段40%的人口，同時致力消弭公共場合間可能出現的
種族歧視論調。

再者，穆斯林人口的成長意味著清真食品業可望大幅成
長，推出更多與宗教要求相符的食品。馬來西亞清真產
業促進署（Halal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預測，全球穆斯林人口將在2030年從23%成長至27%41
，為該產業帶來商機，同時馬國政府更已推行清真業發
展計畫（Halal Industry Master Plan），以擴大未來幾
年的產能。

數位科技的影響
《全球機器人報告》談道46，馬來西亞國內的機器人部署
在2010-2015年之間，連年成長大約8%。

隨著全國年輕人口的成長，這項潮流在未來只會更加洶
湧。此外，越南政府立志成為世界的工廠，因此必須廣
建基礎建設，改善企業經營（特別是製造業）。在勞動
人口高齡化、年輕勞動人口轉而投入資訊通訊、電商及
新創等產業發展的情況下，自動化將為製造業敲響福
音。

某當地服飾製造商的個案顯示，作業自動化最高可提升
300%的產量，減聘100位人力，並可將商品不良率降低
80至90%。

馬來西亞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預計在2022年前成長至總
人口數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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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正面臨人口急速高齡化及出生率過低的問題。根
據聯合國預測，65歲以上的新加坡公民人數在未來15年
將增加一倍，達到150萬人，新加坡政府也預測該國人口
高齡化的速度將高居世界之冠48。

•收入差距擴大：政府藉著給予移民公民身份以彌補出生
率下降以及預防新加坡人口萎縮，這樣的政策卻可能導
致收入差距擴大。這些移民往往屬高收入族群，受到新
加坡打造「全球城市」的願景吸引，可能會拉高金字塔頂
端族群的平均收入，然而，收入較低者的所得卻仍低迷不
振。

未來數十年，印尼將享受「人口紅利」帶來的好處，由
於預期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使得適齡勞動人口增
加，受扶養人數比起前幾代相對較少。

這種情況可能會促進下列產業成長：
•私人健康照護、製藥、生技和營養補充品：這些產業的成
長可能是由日益增加的健康照護支出所推動，而支出增
加乃源於高齡人口比例上升導致慢性疾病患者增加。
•資 產管理服務：由於新加坡老年人擁有資產的比例相
對較高，老年人的資產管理需求可能因此增加，為金
融服務、保險和法律產業創造商機。
•兒 童保育與老年照護產業：越來越多家庭面臨一個情
況，即具工作能力的成年人日益減少，卻必須同時撫養
年幼與高齡家屬，因此托兒服務、健康照護監測裝置、
輔助生活技術、照顧服務，退休住宅和臨終關懷的需求
可能會增加。

人口變遷與不均
新加坡的收入差距仍高，儘管已從2007年的高峰下滑49
，但上述人口變化可能導致收入差距和財富不均的現象
持續惡化。

成年適齡勞動人口的比例估計將維持相對穩定，約占總
人口的三分之二，高於鄰近的泰國或新加坡等東南亞國
協經濟體。

•財 富不均加劇：過去十年，新加坡家庭的財富淨值增
加了一倍以上，但財富不均情況也更嚴重，顯示新加
坡最富有階級的財富增加的速度比清貧家庭快上許
多。由於出生率下降，財富可能更加集中在較小的家
庭中，更可能使財富不均的情況惡化。

印尼也面臨亞洲最快速的都市化歷程，但目前對於城市
的投資仍顯不足，許多城市社區缺乏安全水源、下水道
系統和大眾運輸工具，所造成的擁塞、污染和災害風險
妨礙了印尼的經濟發展。

數位科技的影響

這些趨勢可能推動下列領域的成長：

面對快速高齡化及萎縮的勞動力，新加坡已轉向技術創
新，希望藉此提高生產力和經濟成長，自動化、智慧機
械和資料分析能幫助企業因應可雇勞工減少的危機並提
高生產率。

•消費品：包括觀光業、娛樂業、飯店業、製造業和教育事
業。由於成年勞動人口的購買力及可支配收入水準通常
較高，對這類物品的需求可能會增加。

然而，假使勞工無法持續適應新科技或學習新技能，採
用新數位科技以及對現有產業的破壞將使許多勞工的生
計受到威脅。為了幫助勞動人口因應這些發展，政府已
啟動「未來技能（SkillsFuture）」計畫，幫助勞工學習
新技能，善用新科技並把握應運而生的新工作機會。

因應科技性變革，相對年輕
的勞動力成為印尼的優勢。
人口變遷與不均
印尼是全球收入和貧富不均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隨著
經濟持續高速成長，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的情形也比其他
國家更加迅速。這些趨勢則可能帶來下列影響：
•收入和貧富不均加劇：如果大部分資產和資本繼續為少
數精英階級所把持，那麼印尼預期人口紅利帶來的高經
濟成長率，將使印尼的富有階級獲得不成比例的利益。
•得 以使用印尼基礎建設和獲得教育機會的平均人數有
所改善：由於都市化的緣故，住在農村地區的印尼人
減少，因而能夠獲得良好的就業、教育機會，並得以
使用基礎建設。都市化可以促進社會平等，緩和收入
和財富不均的情形。

•營 造、公用事業和交通運輸：鑑於都市化發展迅速，
政府可能面臨增加投資都市基礎建設的政治壓力，投
資項目包括公共運輸系統、港口、機場、住房和公用
事業網路等，而上述產業將可受惠於龐大商機。

數位科技的影響
與其他東南亞國協經濟體（例如，馬來西亞或菲律賓）
相比，印尼的網際網路和智慧手機普及率仍屬較低，而
且工作場所採用的數位科技（例如，雲端運算、人工智
慧和大數據）52的比率仍然落後。即使印尼並不需要面對
勞動力高齡化和萎縮的問題，但數位科技仍可提高印尼
的生產力水準，創造龐大商機。

•中國製造業變遷所產生的缺口：自2010年以來50，中國
製造業成本穩定上升，製造業平均工資上漲約80％。
這表示中國企業正逐漸拋棄低成本的製造業，朝價值鏈
的上游移動，而由於印尼有年輕的人口與工業化需求，
使印尼企業恰好有了填補缺口的機會。印尼工廠勞工的
日平均成本為9美元，中國則為28美元51，印尼應利用
上述趨勢，推廣低成本製造業，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

此外，隨著印尼的數位基礎建設逐漸追上世界上其他國
家的腳步，相對年輕的勞動力卻成為印尼在面對科技變
革時的優勢。數位科技使用率增加，將使印尼得以藉由
即將到來的「人口紅利」將經濟成長最大化，然而，印
尼必須同時致力改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透過數位化推
動經濟成長。

新加坡正面臨人口急遽老化及極低的出生率等問題，而新
加坡政府也意識到，他們可能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化最快
速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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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檢視亞太地區，這些國家共同的焦點為人口組成的趨勢、挑戰、風險和機會提供了
極具說服力的藍圖。

澳洲自1960年來享受諸多人
口結構優勢，而這些優勢將
在2040年前逐漸消失。

澳洲長期受惠於中國和印度的工業化，將資源銷售給這
兩個快速成長的經濟體，如今澳洲則面臨必要的經濟轉
型，以確保未來的榮景。
推動澳洲未來成長的主要領域，多已發表在Deloitte出
版的《打造幸運之國：為繁榮做準備》(Building the lucky
country: Positioning for prosperity?)中53，當中有三個與此
區域人口趨勢特別密切相關的因素：

現在就是開始進行規劃、準備和創新的時刻，我們都有責任運用人口統計資料、研究發
現和分析，一同深耕並形塑未來。

人口變遷與不均
澳洲早就意識到人口高齡化的風險，「2002代際報告
（IntergenerationalReport）55」即已檢視這些趨勢對政
府健康醫療支出和勞動力供給的長期影響。從那時起，
大量湧入澳洲的移民減緩了高齡化的速度，並抵消了嬰
兒潮世代開始退休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而這些移民通常
是年輕人。

•農商企業：澳洲雖然是全球最乾旱的大陸，但仍是食物的
淨出口國。亞洲人口成長通常將伴隨著收入以及食物生產
需求的增加，且尚有都市規模擴大可能將使可用土地受限
的問題。對於澳洲新鮮農產品的需求，特別是蛋白質，將
在未來幾年內大幅升高。
•高 等教育：教育外國留學生是澳洲第四大出口收入來
源，年收入達200億澳幣54，並為澳洲人提供大量的工
作機會。未來的潛力無窮，因為今日的新興經濟體將成
為明日的知識經濟。另一個可能性則是利用教育作為取
得澳洲公民身份的跳板，這表示澳洲具有同時推銷教育
和移民的潛力。由於印度、印尼和菲律賓的年輕勞工人
數仍不斷增加，因此這項產業仍有成長的空間。

然而，這樣的成長引起了一些基本的問題：隨著整體人
口成長率增加，澳洲開始發現基礎設施建設速度趕不上
持續成長的人口，主要的人口中心雪梨和墨爾本兩地房
價亦在攀升，加上工資上漲緩慢，民粹主義政治氛圍瀰
漫，也開始對政府施加限制移民的壓力。

•財 富管理：人口高齡化的另一層面是退休管理，這個
範疇會成為澳洲在亞太地區將追求的成長中產業。目
前託管的退休金資產達2兆澳幣，複雜的金融部門、亞
洲65歲以上人口數急速增加，應有助澳洲成為一般民
眾資金管理業務的全球競爭者。

未來學家長期以來一直預測數位化對經濟各層面的破
壞，但直到過去這兩年間即將到來的變化，才開始影響
主流討論。早期效應已因數項產業的自動化興起而黯然
失色，例如，隨選汽車的共享經濟模式出現以及印刷媒
體的式微。

數位科技的影響

儘管澳洲在科技應用與開發上十分積極，例如，澳洲聯
邦科學暨工業研究組織（CSIRO）實際上就是目前Wi-Fi
技術創始人56，但仍需努力落實新數位產業所需的基礎設
施規模，而澳洲國家寬頻網路試圖提升全國連線速度的
建設也在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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