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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紐西蘭洽簽經濟合作協定對台灣經濟影響評估 

 

I. 緒論 

1. 本研究係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就台紐ECA (TNZECA)對台灣

整體經濟的潛在經濟影響進行之學術研究。 

2. 本研究假設雙方未來將簽署經濟合作協定（ECA），並利

用量化分析模型來瞭解彼此去除貿易障礙後對雙方總體經

濟的影響。為了進行量化分析，首先必頇了解雙方目前的經

貿與投資關係、紐國的總體與產業狀況，以及相關的貿易政

策，這一部分將以質性分析呈現，其次分析紐西蘭與我國雙

邊貿易及投資關係，說明紐西蘭在貿易政策與FTA政策方面

的基本立場，其簽署FTA的主要對象，與目前的關稅水準，

以及其在FTA中對開放市場的主要要求。知道對象國對市場

開放程度的要求後，可以推測其未來可能對台紐ECA的要求。 

3. 本研究之重點如下： 

 分析紐西蘭之總體經濟與產業狀況，以利讀者對紐西

蘭的經濟發展及產業競爭優劣態勢有基本的了解； 

 闡述台紐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以及紐西蘭貿易政

策，包括紐國與其他國家簽署ECA的重要內容； 

 利用經濟模型，模擬評估我國與紐西蘭簽署ECA後，

對我國可能的經濟影響與效益。在進行模擬分析之

前，本章先針對評估模型資料庫予以更新及說明，以

了解紐西蘭現存貿易障礙之高低。模擬情境則分幾種

假設，包括基本的商品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

化，以及可能屬於深度整合始具效果的貿易便捷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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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與資本存量之增加等幾種情況； 

 結論與建議。 

II. 紐西蘭總體經濟與產業現況 

4. 紐西蘭為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已開發國家，人口約420

萬，2009年平均國民所得約27,700美元，農、林、漁、牧業

發達，對外開放程度高。 

5. 紐西蘭對外貿易占GDP比重約58%，屬於對外開放程度高

的經濟體。2008年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經濟明顯趨緩，直

至2009年第4季，私部門之消費及投資始有顯著恢復。預計

紐國2011年的GDP成長率為1.6%。 

6. 紐西蘭的原物料及產業資本設備依賴進口。在進口產品

中，石油和石油產品為最大宗，其次為機械設備、汽車及其

零組件、電動機器和設備、紡織原料和紡織製品、塑化原料

及塑膠製品、光學醫療及測量設備、醫藥產品。最大進口來

源國為澳洲，其次為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德國。  

7. 奶粉、黃油和乾酪是紐西蘭出口最大宗之產品，其次為

肉類和可食用內臟、原木和木製品、原油、機械設備、水果、

魚類和軟體動物、鋁和鋁製品。紐西蘭最大出口市場為澳

洲，其次為中國大陸、美國、日本、英國，紐西蘭對澳洲之

出口金額約占總出口1/4，為紐西蘭對中國大陸出口2倍以

上。 

8. 服務貿易以觀光旅遊流量為主，自2005年以來每年服務

出口量呈現下滑趨勢，至2009年9月平均每年實質服務出口

下降9%。由國際收支平衡表得知，2003年服務貿易盈餘高達

20.1億紐元，隨後國內旅客成長漸緩、海外旅遊人數強勁成

長，2009年9月服務貿易赤字為6.4億紐元，預計2011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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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穩定成長及世界杯橄欖球賽在紐西蘭舉辦，將進一步支

持境內旅遊，有助縮小服務貿易赤字。至2010年6月止，服

務出口金額為122.47億紐元，其中旅遊服務占58.6%，運輸

服務占18.66%；服務進口金額為122.02億紐元，其中運輸服

務占GDP 28.95%，旅遊服務占33.49%，商品服務占28.2%。 

9. 紐西蘭經濟活動以農牧業為主，農業生產高度機械化，

主要農作物有大麥、小麥、燕麥、水果等，畜牧業有羊肉、

牛肉、乳製品、羊毛等。工業以農林牧產品加工為主，主要

有乳製品、毛毯、食品、皮革、煙草、造紙品及木材加工品

等輕工業。近年來建立了煉鋼、煉油、煉鋁及製造農用飛機

等企業。此外服務業發達。2010年紐西蘭GDP總值1,292.07

億紐元，其中服務業產值942.7億紐元，約占GDP72.9%；製

造業產值247.17億紐元，占GDP 19.1%，初級產業產值102.2

億紐元，占GDP 7.9%。 

10. 農業在紐西蘭經濟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國內農

產品消費市場規模由2003年的25.16億美元，減少至2008年

的23.72億美元，顯示帶動紐西蘭農產品產值提升的主要動

力在於出口值的提升，多少也意味著紐西蘭近幾年致力於與

其他國家簽署FTA，對其農產品出口確實有所助益。 

11. 紐西蘭主要製造業包括肉類及乳品製造業、石油化學

業（含汽油煉製、石油及煤礦產品開採、肥料及工業用化學

品）、基本金屬加工業（含鋼材、非鐵金屬、非鐵金屬產品

製造業）、建材製造業、木材加工業、（含伐木、木製品家

工及紙漿產品）、橡塑膠加工業（包裝材料加工之製造、建

材及農業用具之製造）、機械設備製造業（含電機設備、影

像及科技儀器之製造加工）。 

12. 紐西蘭製造業成長率在2003年成長9.5%達到高峰，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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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4年由於紐元升值，製造業成長亦呈現下降趨勢，2008、

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全球需求疲軟，產值進一步縮

小。2009年紐西蘭製造業產值約占實質GDP12.4%。製造業就

業人口占勞動人口比例12.4%，其中初級加工產業（食品與

林業）提供了主要的就業市場機會。 

13. 紐西蘭對外貿易進口最大宗者依序為機器及機械用

具、礦產品、車輛等相關運輸設備、化學產品，此四類商品

占其進口59%；對外貿易出口最大宗者依序為動物產品、調

製食品、機械用具、植物產品、木及木製品，此五類商品占

其出口66%。 

14. 近幾年，服務產業對紐西蘭GDP貢獻率持續提高。2000

年至2007年服務業每年平均成長約4%。2008年當紐西蘭經濟

陷入衰退之際，服務業成長雖然減緩，但不若其他部門般嚴

重，相對而言，服務業成長速度較其他部門快，2004年約占

GDP66%，至2010年已達72%。出口相關活動諸如旅遊及初級

產業之服務投入，在此產業發展趨勢中扮演重要角色。 

15. 整體而言，服務業是組成紐西蘭經濟的重要成份，貢

獻約71%的GDP，紐西蘭服務業開放程度及競爭力均高，市場

進入與對外資的限制亦低。紐西蘭對WTO服務貿易總協定

（GATS）下155項服務業中之90項均有開放，充分承諾跨境

服務（服務供給模式一）。但在金融服務方面，紐西蘭之承

諾與 GATS金融業承諾瞭解書（ GATS' Understanding on 

Commitments in Financial Services）一致，模式一及模

式二有市場進入及國民待遇承諾限制，不如紐西蘭在其他領

域之承諾。 此外，視聽服務、口譯服務、航運服務（限制

船員人數）排除適用MFN。 

16. 紐西蘭積極參與服務談判，致力於完成杜哈回合。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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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蘭自認為已根據GATS作了廣泛承諾，此外，依據該國於杜

哈回合中修訂的承諾內容，其承諾超過100個部門，最惠國

待遇例外僅排除適用於視聽服務（電影合作製片協定）。紐

西蘭特別積極追求的其中一個領域是更廣泛的教育服務承

諾，亦要求影響服務貿易之國內法規較現有GATS條款更為健

全，不論在WTO或PTA談判紐西蘭皆以此為目標。 

III. 台紐雙邊經貿與投資關係 

17. 多年來台灣對外貿易均有順差，2010年台灣對外出口

約2,746億美元，進口約2,514億美元，貿易順差232億美元，

但台紐雙邊貿易則呈現逆差，2010年我方有逆差1億3,734萬

美元。台灣與紐西蘭貿易，自1996年以來台灣均為逆差，但

自2006年以後台灣對紐西蘭出口大增，2008年台紐貿易轉為

順差，2009、2010年再恢復逆差。 

18. 2010年台灣自紐西蘭進口6.1億美元，出口4.73億美

元。主要進口項目為乳及乳油（0402）、冷凍牛肉（0202）、

麥芽精（1901）、綿羊或山羊肉（0204）、乳品衍生之乳酪

及其他油脂（0405）、乾酪及凝乳（0406）、鮮蘋果（0808）、

其他鮮果實（0810）、木材（4407）、化學木漿（4703）、

二極體（8541）；主要出口項目為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

類（2710）、不銹鋼扁軋製品（7219）、非動力之二輪腳踏

車及其他腳踏車（8712）、機器之零件及附件（8473）、鋼

鐵製螺釘及類似製品（7318）、聚縮醛（3907）、合成纖維

棉（5503）、其他塑膠板（3920）、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

附件（8708）、新橡膠氣胎（4011）。 

19. 紐西蘭對外貿易進口最大宗者依序為機器及機械用

具及卑金屬，此兩類商品已囊括自台進口金額50%，而台灣

自紐西蘭進口商品則將近有50%為動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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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年報資料顯示，自

1952年至2010年，我國對紐西蘭投資累計共8案，總值達629

萬美元，約占我國對外投資0.01%，主要投資行業為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農林漁牧業、批發

及零售業、金融及保險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紐西蘭對我國投資累計共50案，總值達3,238.6

萬美元，約占外國人來台投資總額0.03%，主要投資行業為

支援服務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製造業（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1. 紐國社會治安穩定、生活環境舒適、水電供應無缺、

通訊及運輸設施完善、勞工素質整齊、法規完備。根據世界

銀行2007年經商環境調查，紐國在全球155個國家中名列第

2。又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及華爾街調查評比，紐國2008年

經濟自由度排名世界第6。紐國政府原則上對外人投資不給

予租稅獎勵，但與紐國公司享受相同待遇。 

IV. 紐西蘭貿易政策與FTA簽署狀況 

22. 在貿易政策方面，紐西蘭支持利用貿易談判加速經濟

發展並強化其與他國家投資關係，開發與商業夥伴合作的機

會。在雙邊與複邊談判中，紐西蘭尋求取消所有商品之關

稅、服務貿易自由化及鼓勵投資之規定，亦要求移除其他貿

易障礙，例如政府採購限制、競爭政策之規定、智慧財產權、

電子商務、勞動力、環境及爭端解決。鑑於貿易流動可能會

受國內管理及行政障礙影響，如關稅和配額，紐西蘭詴圖透

過在標準、一致性及海關程序等領域之合作，促使貿易便捷

化。 

23. 紐西蘭對外貿易政策採開放態度，2008年紐國MFN平

均關稅率約2.5%，關稅結構主要分為0%、5%及12.5%三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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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少數工業產品，如鞋、成衣仍維持高關稅（15.8%），但

紐西蘭持續採取開放政策，降低關稅，2009年進一步將關稅

高峰降至10%。根據WTO秘書處對紐西蘭的貿易政策檢討報告

顯示，紐國對進口沒有其他限制或進口許可證措施，但是對

於動植物產品之進口有嚴格的檢驗、檢疫措施。  

24. 自從廿一世紀90年代全球各地出現區域經濟整合熱

潮以來，亞太地區各國均有積極參與的現象，紐西蘭於此期

間在締結FTA方面亦有相當的進展。由於目前一般國家對農

產品保護水準較高，而一般農產品為紐國具有競爭優勢的項

目，故紐國希望簽訂高品質的FTA，以消除貿易障礙，促進

紐國經貿發展。  

25. 紐西蘭主要貿易夥伴有澳、美、日、中、英、韓等，

近年來，貿易重點轉向亞太地區，其主要考量在於東南亞為

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區域之一，而且東南亞地區是紐西蘭

的近鄰，因此成為目前紐西蘭拓展貿易與加強經貿、投資關

係的主要地區。紐西蘭目前已與泰國、中國、馬來西亞及智

利、汶萊、新加坡簽署FTA，也與智利、汶萊、新加坡四國

同時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紐國所簽署

的FTA涵蓋範圍因簽署對象而有所差異，以紐中FTA為例，紐

中FTA涵蓋的範圍則較少，沒有第三方加入、國際收支平衡、

平衡措施、利益否認、環境、出口限制、政府採購等各項。 

V. 經濟影響評估 

26. 本研究採GTAP模型，並連結到單國（TAIGEM）模型中，

分析台紐經濟合作協定對台灣經濟之影響，且更詳盡地進行

台紐ECA對台灣產業的影響評估。 

27. 本研究在進行台灣與紐西蘭洽簽ECA的模擬評估之

前，擬先針對多國GTAP資料庫的關稅部分，進行適度更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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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尤其是兩岸ECFA協定後之雙邊關稅降幅，以及紐西蘭

目前對外已簽署之重要經濟合作協定，且其洽簽對象與台灣

經貿關係較為緊密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協(包

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寮國、越南、

緬甸、柬埔寨等國)、以及智利等國。  

28. 本研究之模擬情境設計反映台紐ECA可能達成之短期

與長期成果。無論在短期或長期，模擬結果均顯示台灣的實

質GDP及社會福利皆可提升；且隨著雙方經濟整合的程度愈

高，對實質GDP的成長幫助愈大。短期而言，紐國在台紐ECA

終獲得之利益較台灣多。 

29. 研究結果顯示，台紐ECA將使台灣農牧業受到影響。

倘關稅調降五分之三，並保留部分敏感性產品的關稅配額

時，農業部門總產值由基期年3千多億台幣減少約33.54億台

幣(-1.12%)，而當自由貿易完全開放時，則總產值減少約

49.77億元，減少比例為1.66%。其中主要受到衝擊的部分來

自畜產品，由基期年1千4百多億元，減少了40.81億元

(-2.78%)。此外，幾乎多數農業部門的就業人數都呈現減少

的趨勢，僅有「其他園藝作物」等高經濟價值作物的就業人

數，有較明顯的增加。由此可推估未來台灣農業發展將走向

精緻農業或高品質農業等方向。 

30. 有別於農業所受的衝擊，工業和服務業則是可望在台

紐ECA獲益的產業。其中工業部門的產值將可增加358億台

幣，就業人數增加8千多人次，獲益較明顯的產業以石化相

關產業(化學塑膠橡膠製品)及電子光電產業為主。醫療藥品

業、紙漿及紙、其他金屬、基本化學材料等則可能受到微幅

衝擊。故可推估其受到市場開放衝擊的程度相對較低，主要

仍為國內產業結構在資本成長下資源重分配的效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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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服務業部門方面，將可增加428億台幣，就業人數增

加3萬7千多人次，其中又以批發業的產值成長最多。其次，

在單純考慮台紐ECA市場開放效益時，台灣的醫療保健服

務、教育訓練服務及零售業等，有可能受到對紐西蘭服務業

開放的影響。 

32. 其他各國的總體經濟變化，由於並非此次調降關稅模

擬對象，因此其變動效果主要係為受到台紐ECA洽簽後對其

經濟及貿易變化的間接影響。因多少具備貿易排擠效果，故

其他國家的總體經濟多呈現微幅的負面效應，其中受影響最

大的是澳洲和美國，台灣將減少來自此二國家的進口值，各

約減少5千多萬美元及4千6百萬美元左右的總進口值。 

33. 綜合本研究之評估結果，台紐ECA對台灣農業的衝擊

明顯，但其對於我國總體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存有相當正面

的效益。 

VI. 結論與建議 

34. 紐西蘭為位於南太平洋、農業資源豐富、農業技術進

步的國家，與我國季節相反，出口以農產品為主，乳製品及

肉類占總出口50%，進口則以石化、機械設備、汽車及其零

組件、電機、紡織製品等工業產品為主。我國出口以工業產

品為主，進口以農、工、原料、電子、電機設備等為主，雙

方資源互補性高。 

35. 目前大多數國家均採區域經濟整合來獲得貿易利

益，本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在ECA之前我國關稅障礙較高、

經濟規模較大，在開放市場及貿易便捷化將促進彼此貿易均

成長1%的假設下，對紐西蘭GDP增加的絕對值與百分比都比

較高，將促使紐西蘭GDP成長0.155%，對我國GDP增長效益僅

有0.008%；但是深度整合的方式，如果能促使我國制度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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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與國際接軌，以致形成有利於國際投資進入的環境，在假

設資本存量可以增加1%情形下，台紐ECA對我國GDP增長的效

益即可大幅提高，我國GDP成長率將達0.394%。 

36. 就進出口而言，可能使我國出口增加1.44億美元，進

口增加1.39億美元，但如果加上貿易便捷化與促進投資、增

加資本存量效果後，則可能使我國出口增加11.54億美元，

進口增加11.25億美元。  

37. 就農業部門而言，台紐ECA會使台灣自紐西蘭進口的

農產品增加，但其中有部分是因減少自其他國的進口，如澳

洲及美國。而整體而言，台灣農業產值將有負面影響。有了

以上的認知，相關當局應儘快為這些可能面臨負面影響的部

門修訂合宜的措施以做出必要的調整。 

38. 在工業部分，一些個別部門可能因台紐ECA而獲利，

例如：石油煉製品、半導體、光電材料、鋼鐵、電子零組件、

印刷電路、通訊傳播設備、塑膠製品、手工具、人造纖維、

汽車零組件、自行車…等。少數受到衝擊的項目為其他金

屬、紙漿及紙、醫療藥品、生鐵、粗鋼、基本化工材料。  

39. 就服務業而言，多為正面影響。不過由於GTAP模型過

去所涵蓋的服務業較有限，相關的資訊必頇藉由質化分析與

產業座談會進一步深入。 

40. 根據本研究台紐ECA對雙方均有利，雖然消除關稅的

經濟效益很有限，但是經濟整合的範圍如果擴大到全面的深

度整合，包括貿易便捷化、投資自由化以及境內各種法規制

度的調和，以致吸引外人直接投資進入，則經濟整合的效益

將大幅度提高。此外台紐雙方有很多可以加強合作的領域，

包括：綠色能源、資通訊產業及創意產業、電影合作、生物

科技等，雙方可進一步加強關係，擴大可能產生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