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經濟回顧與展望 

（一） 2012 年經濟回顧 

1. 經濟持續復甦 

2012 年紐國經濟持續復甦腳步，第 4 季經濟成長 1.5%，優於前一季的 0.2%

成長率，全年 GDP 成長幅度並達 2.5%。2012 年第 4 季經濟之顯著成長，大大緩

解紐國總體經濟承受之壓力，其中低利率環境係支撐起第 4 季經濟強勁成長之因

素，另基督城高達 300 億紐元之重建工程，亦為正面影響力量，但整體經濟仍持

續外熱內冷狀態，產業間之成長情況亦不均衡。紐國此次經濟復甦不及以往表

現，其中經濟增長幅度約較前次復甦少掉 10%，就業機會亦低於正常復甦循環的

5%，換算約少掉 11 萬個工作機會，另由於家庭債務比重過高，民眾需要較長時

間減債情況下，直接壓抑消費之增長速度，並影響經濟回升之表現，但另一方面，

在紐國家庭債務降低情況下，亦減低紐國整體經濟面臨之風險。雖然紐國經濟仍

需要 2 至 3 年才能完全走出目前經濟低迷情況，惟 2013 年及 2014 年之經濟成長

率將高於過去幾年之表現。 

2. 基督城震災重建加速 

2010年9月及2011年2月份，基督城連續遭受兩次超過6級以上強震襲擊，其

中2011年2月份的強震，更是造成基督城地區重大破壞，惟災後之龐大重建工程，

已成為紐國未來3-4年經濟成長之主要力量。雖然紐國政府積極推動相關災後重

建，並且在行政程序，以及協調地方政府等工作上，投入相當大心力，惟重建速

度並不如預期，其中民間部門參與情況並未完全到位，此一情況至2012年下半年

才獲得較明顯改善。在地震保險理賠金陸續支付，以及重建計畫工程展開下，震

災重建效益亦已逐漸反應在經濟數據中，並且已創造出相當多的工作機會，預期

本年震災重建速度將持續加速。 

3. 政府財政赤字受到控制 

受到經濟復甦低於預期、稅收減少，及基督城震災與對漏水屋改善經費支出

增加影響，2012 年年初紐西蘭政府債務情況曾現惡化情況，惟在政府支出緊縮政

策及經濟情況好轉下，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 月的政府財政赤字金額降為 25 億



紐元，低於原先預期之 31 億紐元赤字，稅收金額亦較目標金額高出 4 億 8,600

萬紐元，較前一年度同期增加 17 億紐元，同時，在紐國資本市場活躍情況下，

紐國政府投資盈餘亦增加 40 億紐元。紐國政府表示，目前紐國財政狀況符合政

府預算案之規劃方向，其並將進一步執行現行之緊縮政策，以確保於 2014 財政

年度達成財政盈餘目標。 

4. 國際收支再度惡化 

依據紐國統計局資料，2012 年第 4 季紐國國際收支經常帳逆差金額為 27 億

紐元，累計 2012 年經常帳逆差金額為 105 億紐元，約占紐國 GDP 的 5%。紐國

2012 年經常帳赤字增加主要來自於出口金額之減少，其中紐國貨品及服務出口金

額減少 13 億紐元，乳製品及石油出口額轉為負成長，觀光收入亦呈下滑，另第

4 季中外國投資人匯出金額增加，更加大經常帳赤字幅度。紐國經常帳不足金額

主要依靠國際借款來彌補，2012 年外國人購買紐國政府公債金額達到 31 億紐

元，紐國政府債務占整體外債之比重係呈現上升趨勢，此提高紐國經濟之風險程

度。2012 年第 4 季，紐國外債淨額為 1,500 億紐元，占 GDP 比重達 71.7%，較前

一季增加 22 億紐元。在全球資本市場逐漸看重各國外債風險情況下，紐國經常

帳表現將繼續為國際信評機構所注意，並將影響紐國信用評等之升降，及其國際

借貸成本，另過高之國際收支赤字，亦將使紐國經濟易受國際金融市場變動之影

響。 

5. 出口增長速度減緩 

2012 年 12 月紐國貿易出現 4 億 8,600 萬紐元之順差，優於預期金額，其中

進、出口金額分別為 36 億紐元及 41 億紐元，分別較前 1 年同月減少 10%及 5.1%；

在該貿易順差表現下，使紐國 2012 年年度貿易逆差金額縮減至 12 億紐元。雖然

乳品及肉品國際價格仍持續看好，使紐國貿易條件維持於近 15 年高點，惟受紐

國北島乾旱災情，乳品產量下滑影響，本年出口成長前景將面臨挑戰，另紐國最

大出口市場-澳洲經濟之走緩，亦不利於紐國之出口前景，相關因素勢必將挑戰

紐國 2013 年度貿易之成長表現。 

6. 失業情況改善不易 

2012 年第 4 季紐國失業率回落至 6.9%，較前一季改善 0.4%，惟該季就業參

與率僅有 67.2%，較前一季 68.5%下滑，爰此，實際就業人數反而較 2012 年第 3



季減少 2.3 萬人，降幅達 1%，而該季就業參與率亦係 2004 年第 3 季以來最低水

準，就業情況仍然嚴峻。在紐元匯率持續走升下，料將進一步打擊紐國製造業及

觀光業前景，紐國就業市場亦將難以獲得積極性之改善，同時，有高達 7 成的雇

主亦表示不準備於本年增聘員工，使企業部門將無法積極協助失業率之降低，此

外，在政府社會福利制度改革下，求職人口將會進一步增加，惡化失業情況。在

此一嚴峻的就業環境下，紐國政府將透過加強年輕人及失業技術培訓計畫，來提

高失業者之就業機會。 

（二） 重要經貿措施 

1. 加強出口拓銷政策：依據紐國政府訂定之經濟成長方案，2025 年紐國出口

金額占 GDP 之比重，將自目前的 30%增加至 40%。為提升出口部門占整體經濟

之比重，知識密集產業、高附加價值食品飲料業、高價值觀光客，以及能礦資源

均被列為重點發展目標，其中在知識密集製造及服務業之年出口值，紐國政府計

畫自 2009 年的 90 億紐元增加至 2025 年的 290 億紐元，高附加價值食品飲料業則

是自 200 億紐元增加至 580 億紐元，觀光收入自目前的 80 億紐元成長至 140 億

紐元，另亦將加強能礦產品之出口。紐國政府主要透過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市場之

聯結、加速商業創新活動、吸引外資、強化城市國際競爭力、發展綠色產業及政

府革新等途徑，以協助達成出口成長之目標。 

2. 擴大基礎建設投資：基礎建設不足問題為紐國經濟發展之長期隱憂，為加

速經濟發展步伐、化解經濟發展瓶頸，紐國政府於 2012 年預算中，新增 5 億 5,800

萬紐元用於新增工程建設，其中學校、鐵路建設、醫院等設施被列為優先建設項

目。累計過去 3 年中，紐國政府投資基礎建設之經費已達 43 億紐元，另規劃於

未來 10 年內，增加投資 120 億紐元，以持續改善全國道路系統。在通信方面，

紐國政府透過出資 13 億紐元，與民間業者合作建構全國超高速光纖網路，以提

升網路品質，及創造未來經濟成長之空間。 

3. 增加研發經費：為提升紐國經濟競爭力及整體生產力，2012 年紐國政府之

科學創新研發經費達 12 億 4,000 萬紐元，高於前一年度的 11 億 6,000 萬紐元，另

過去 4 年，紐國政府對研發創新工作投入之金額成長幅度達 17%。其中新增預算

主要將用於設立先進製造技術研究院，用以發展紐國高價值製造產業，另亦對大

學研究經費補助增加 1 億紐元經費，使相關研究經費高達 3 億紐元，其中政府研

究經費之核撥將依研究績效情況進行分配，以提升相關研究對經濟之效益。 



4. 加強對天然資源之管理利用：雖然紐國經濟規模並不大，惟天然資源蘊藏

豐富，其中全國土地面積中，高達 49.4%為農業用地、23.8%為天然林、7.9%為人

工林，河泊及湖水所占面積為 1.6%，同時，紐國並擁有全球第 4 大的專屬經濟

海域；另紐國亦有豐富的石油及礦產資源。為提升天然資源之經濟產值，紐國政

府於 2012 年年底發布強化天然資源開發計畫，以協助促進經濟成長，其中將藉

由提高天然資產之利用率，以促進經濟發展，並將在兼顧環保及經濟效益下，加

速礦產資源開發之行政審核程序，以為紐國創造高產值及高薪之工作機會，維持

經濟之持續發展。 

5.國營事業部分股權釋出：為寬裕政府可用資金，紐國政府計畫出售包括

Mighty River Power、Meridian、Genesis 等 3 家電力公司部分股權，另亦考慮減少

紐西蘭航空公司之官股比例，自目前的 76%減至 51%。紐國政府表示，相關股權

出售取得之資金額度，將可達 70 億至 100 億紐元，該批資金將重新用於其他策

略性資產之投資、減少外債之依賴，以及提升政府長期財政結構等項目。當毛利

族群對國營事業釋股案之法律爭議案於 2013 年年初獲得解決後，雖然面對極大

反對力量，紐國政府仍於 2013 年 3 月宣布啟動 Mighty River Power 釋股案，並開

放紐國國民購買股票之申請。 

6.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支持 WTO 多邊貿易體系一直為紐國政府優

先政策，惟在全球經濟區域化發展中，紐國亦積極尋求與各國洽簽 FTA 協定，

以降低紐國乳品及肉類等農產品之出口成本，建構更優惠之對外經貿條件。目前

紐西蘭現已簽訂有 8 個 FTA 協定，包括與澳（1983）、星（2001）、泰（2005）、

「跨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協定」（2005）、中國大陸（2008）、馬來西亞（2010）、

香港（2011），及紐西蘭、澳洲與東協國家 FTA（2010）。紐國並於 2009 年完

成與海灣國家（GCC）之 FTA 談判，另積極推動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PP）

及參與東協 RCEP 談判，以便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並分別與韓國、印度及俄

羅斯談判 FTA，另與我國進行台紐 ECA 談判，使紐國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占有

利之地位；相關進展分述如下： 

（1） 擴大 TPP 協定談判：繼美國於 2008 年 9 月宣布將加入 TPP 談判後，

澳洲、秘魯、越南及馬來西亞亦隨後加入 TPP 談判，同時，隨著加拿大及墨西哥

於 2012 年加入談判，日本亦於 2013 年宣布加入，使參與 TPP 談判成員國達 12

個。紐國認為 TPP 之設計乃追求廣泛性且具高品質之自由貿易協定，除盼成為未



來區域 FTA 之平台，加速亞太區域 FTA 之落實外，另亦將經由參與相關談判，

以提升紐國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影響力。TPP 成員國已於 2013 年 3 月份在新加坡

完成第 16 回合談判，預期相關談判工作將至 2013 年底才會完成。 

（2） 紐韓自由貿易協定：紐韓觸及 FTA 議題始自於 1999 年，惟雙方至 2009

年才達成推動共識，並於是年 6 月在漢城舉行首回合 FTA 談判。韓國現為紐國

第 6 大出口巿場，紐國最大關切點在於韓國農產品市場開放議題，其中紐國奇異

果現輸銷韓國關稅高達 45%，而與韓國簽有 FTA 之智利奇異果輸銷韓國關稅僅

20%，業使紐國產品遭受不利影響；至於韓國有興趣拓銷紐國之產品項目包括汽

車、電子產品、ICT 設備及機械產品等；此外，韓國對於投資議題亦感興趣，韓

方有意藉由在紐國投資農產及能源部門，以利用及取得紐國天然資源。雖然紐國

多方積極推動紐韓 FTA，惟韓國在經貿利益考量，導致談判進展陷於停滯狀態。 

（3） 紐國與印度 FTA：2009 年 2 月下旬紐國貿易部長 Tim Groser 訪問印度

時，與印度商業部長 Kamal Nath 達成啟動兩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之共識，紐印雙

方並於 2010 年 1 月 31 日宣布正式展開 FTA 之談判，雙方並已進行 7 回合談判，

惟因印度農產品市場開放問題，使該談判進展緩慢。近年來，紐國對印度出口成

長快速，主要出口產品為焦煤、木材及羊毛等。 

（4） 紐國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哈薩克 FTA：在 2010 年 APEC 會議期間，

紐國與俄羅斯共同宣布，雙方將於 2011 年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此使紐國成

為第 1 個與俄羅斯談判 FTA 之國家，紐國並預期，隨著俄國國民所得之逐漸提

升，該紐-俄 FTA 協定將可帶給紐國相當之出口利益，惟俄國於 2012 年加入

WTO，因農業等部門深受市場開放之衝擊，使得俄國國內反對貿易自由化聲浪

大幅高漲，此一情況下，亦已影響到俄-紐 FTA 之推動，並使談判陷於停滯狀態。 

（5）台紐 ECA 可行性研究：2011 年 10 月 25 日台紐共同宣布將進行簽署經

濟合作協議（ECA）可行性研究，另於同年 12 月 15 日宣布進行共同可行性研究，

使台紐 ECA 向前邁出重要一步。目前台紐 ECA 談判進展良好，若該協議能及早

簽署，將有助於提升兩國經貿關係，並為雙方業者創造有利之經貿環境。 

（6）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憑藉東協-澳洲及紐西蘭自由

貿易協定之基礎，紐國現亦為東協自由貿易夥伴協定成員。紐方認為透過該協定

將有助區域國家建構更廣泛和更深入關係，並將大幅提升紐國與東協貿易夥伴國



之往來，另該協定之推動亦將與其他區域貿易協定（包括 TPP）提供互補，有利

於紐國建構更完整之自由貿易環境。 

（三） 未來展望 

雖然受乾旱影響，可能衝擊到 2013 年紐國乳品產量成長，惟在國際乳品價

格大幅上揚助益下，將有效減輕乳品產量減少之衝擊，此使紐國 2013 年經濟前

景並不悲觀。另在紐國基督城重建幅度將大於原先預期，其中重建費用將自原先

估計的 200 億紐元，大幅增加至 270 億紐元以上金額，此將為紐國未來 2 年經濟

帶來可觀成長動能，並維持內需市場之成長。此外，在低利率環境持續下，亦將

使房市持續正面發展，除將帶動營建工程增加外，亦將增加民間消費成長。在紐

國國內經濟環境轉好下，紐國企業及消費者信心指數表現亦相當正面，若 2013

年全球經濟環境無太大惡化，預測 2013 年及 2014 年紐國經濟成長率將分別達 3%

及 3.5%，此一表現雖然不及亞洲等新興市場，惟將優於其他已開發國家。 

在外在環境中，紐國所面臨之主要風險係來自鄰國澳洲之經濟情況，而非美

國及歐洲市場之變動。由於紐國出口業者高度依賴澳洲市場，澳洲經濟之榮枯，

將對紐國經濟產生立即性影響，雖然目前澳洲出口業面臨諸多難題，惟在中國大

陸經濟持續成長趨勢下，澳洲商品出口需求仍然穩定，故目前仍有理由樂觀看待

澳洲經濟前景，此將對紐國經濟提供良好支撐。此外，中國大陸經濟之持續成長，

亦將使紐國農牧產品出口前景看好。 

雖然國際風險逐漸消散，惟紐國本年經濟仍將面臨國內房市過熱及紐元匯率

升值等不確定因素，但在紐元高匯率及就業市場疲弱下，通貨膨脹將受到良好控

制，紐國目前 2.5%利率水準將無調升空間。惟對製造業及出口業而言，紐元匯

率之持續盤旋於高檔，將進一步打擊相關部門之經營，此不利於就業情況之改

善。整體而言，目前紐國經濟情況仍相對穩定，在國際經濟環境不佳情況，有此

成績洵屬不易，預期紐西蘭政府將持續目前之政策，繼續嚴控公共部門之支出，

另亦會妥善運用貨幣政策來緩和國際不利環境之衝擊，並將繼續鼓勵國民增加儲

蓄，以減少經常帳赤字及紐國外債成長幅度。  

 

 



二、主要產業概況 

（一）一般成長或衰退情形 

紐國統計局資料顯示，2012 年第 4 季紐國經濟成長情況擴及至各部門，其中

16 個產業部門中，有 15 個部門產值出現成長，其中初級產業及零售業為帶動 2012

年第 4 季經濟成長之主要部門，成長幅度分別達 2.6%及 2.3%，僅有製造業衰退

0.5%，而該衰退係來自於石油及化學產業大幅衰退 8.7%之影響，若扣除石油及

化學部門，則非食品製造業仍有 1.7%成長。2012 年第 4 季，服務業表現亦相對

強勁，其成長幅度達 1.1%，係 6 年來最大升幅，顯示服務業景氣已自谷底翻揚，

營造業亦有 1.8%增幅，家庭消費亦成長 1.6%，另初級產業亦維持成長趨勢，其

中林木業表現尤為強勁。 

1. 初級產業：包括農業、漁業，以及林木業於 2012 年第 4 季表現強勁，顯

示 2012 年下半年相對良好的氣候條件，同時出口亦持續成長趨勢，且在中國大

陸市場龐大需求帶動下，2012 年第 4 季紐國木材產品出口額成長 9%，係 1999 年

以來最強勁漲幅，其中原木產品出口額達 8 億 4,700 萬紐元，較 2012 年同期增加

13%。目前紐國木材年產量已達 2,600 萬立方公尺，高於 2009 年的 2,100 萬立方

公尺，木材年出口額已達 30 億紐元，為紐國第 3 大出口項目，僅次於乳品及肉

類。在中國大陸強勁需求趨勢下，使紐國林木業前景依然看好。 

2. 貨品生產部門：2012 年第 4 季貨品生產部門衰退 0.5%，惟該衰退係受石

油及化學產值大幅衰退之影響，扣除石油及化學部門，其他製造部門仍維持穩健

情況，並未繼續出現大幅衰退情況。整體生產部門中，營建表現相對較好，2012

年第 4 季營建業之增幅達 6.1%，係推動整體貨品生產成長之主要力量，亦反應

基督城重建效益逐漸發酵，另前一次紐國見到營建業較大幅之成長係 2008 年第 1

季的 9.2%。即使 2012 年第 4 季製造業出現衰退，並且面臨紐元高匯率之壓力，

但是整體惡化情況已稍獲改善。 

3. 服務業：2012 年第 4 季紐國服務業產值增加 1.1%，為 2006 年第 4 季以來

最大單季增幅，其中零售業成長 2.5%，主要來自於傢俱、電器產品、電腦設備

之零售金額增加，另外旅遊及住宿亦有 1.7%成長。批發業在機器設備購買增加

之帶動下，2012 年第 4 季中亦見到 2.1%成長，顯示企業投資趨於活絡，廠商亦



利用紐元高匯率之優勢下，更新相關生產設施。商品出租及房地產業等其他服務

業，2012 年第 4 季亦有 0.7%增幅，另運輸、金融服務、醫療及公共服務等部門

產值，均出現增加情況，整體商業活動在去年維持逐季成長趨勢。 

（二） 農林漁牧業 

農林漁牧業等初級產業並非紐國最大產業部門，然在紐國經濟體系中扮演極

為重要角色，特別是在出口和提供就業機會方面，其中農產品年出口額達 300 億

紐元，占紐國總出口之比重超過 70%。受到紐元匯率升值，以及歐洲金融危機影

響，2012 年國農林漁牧出口金額約為 275 億紐元，較前一年下滑 5%，其中 2012

年奶粉、奶油及乳酪之年出口額為 114 億 2,800 萬紐元，較前一年減少 4%，肉類

出口在歐洲市場不佳情況，出口額滑落至 51 億 6,700 萬紐元，下滑 6.6%，木材

產品中國大陸市場支援下，下半年出口持續成長，出口額為 31 億 600 萬紐元，

另水果出口額呈持平情況，出口額為 15 億 6,300 萬紐元。 

受到紐國乾旱災情影響，2013 年 3 月紐國全脂奶粉拍賣價已衝破每噸 4,000

美元關卡，並較 1 年前及 2012 年年中低點分別上漲 23%及 54%。在乳品價格上

漲趨勢下，預期本年紐國每公斤固態乳之收購價，將自原先的 5.9 至 6 紐元，

提高為 6 至 6.1 紐元，另下一年產季（2013/2014）之收購價將上調為 6.4 紐元。

雖然乳品拍賣價格大幅上漲，惟仍不足以彌補農民因乾旱所損失之生產量，此

將使乾旱地區農民無法免除收入減少之窘境。 

畜牧業情況亦不佳，在歐債無法獲得明確解決情況下，使得歐洲地區之羊肉

需求幾乎沒有成長；另在美國經濟前景不明，以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放緩情況

下，均對羊肉需求面產生不利影響。相較之下，牛肉市場展望較為正面，主要為

美國受乾旱影響，使得美國牛隻數量大幅減少，此對牛肉市場為極為正面，惟整

體而言，紐國畜牧業收入將較前 2 年減少。 

（三） 製造業 

雖然面臨乳製品生產量下滑 1.1%之不利因素，2012 年第 4 季紐國製造業產

量仍較前一年微幅成長 1.5%，延續前一季成長 2.5%之趨勢，其中金屬產品製造

業產量成長 5.4%，石油及煤業產量成長 6.4%。在製造業銷售金額方面，2012 年

第 4 季金額為 228 億 4,600 萬紐元，與第 3 季持平，其中乳製品及肉類加工之產

值較前一季下滑 4.4%，金屬加工業之產值則是上揚 6.6%，石油及煤業、水果加



工業，以及紡織業之產值則為成長情況。預期受到 2013 年乾旱之影響，紐國乳

品及肉類生產增長將受不利之影響，此將使紐國製造業產能面臨小幅衰退之風

險。 

（四） 高科技產品出口 

2012 年紐國高科技產品及服務出口額達 16 億紐元，較 2010 年成長 4%，其

中電子零件、醫療儀器、安全系統設備係主要出口項目，出口金額達 5 億 7,000

萬紐元，約占整體高科技產品出口額的 1/3，電腦軟體出口額亦有相當成長幅度，

且為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間，唯一出現持續成長之部門，另資訊科技設計、諮詢

及產品開發亦已成為紐國高科技服務業重要出口項目，其相關產品年出口額達 3

億紐元，係紐國第 2 大之高科技出口項目。目前紐國高科技業經營面臨之主要障

礙為客戶延遲下單，其次為競爭力不足、內需市場太小，以及員工流動過大等問

題。 

（五） 媒體產業 

    2012 年紐國影視、廣播及電影等行業之產值達 32 億 9,000 萬紐元，較前一

年增加 10%，並為 2005 年以來首度突破 30 億紐元門檻，其中電影產值達 10 億

4,000 萬紐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47%，係推升去年紐國媒體產值增加之主因，電

視節目營收亦增至 13 億紐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4%。在紐國媒體產業中，電影及

電視後製部門之營收呈顯著增加，2012 年紐國電視及電影後製部門之營收達 16

億 7,000 萬紐元。雖然奧克蘭為紐國媒體產業中心，惟威靈頓地區之重要性日益

提高，其中威靈頓為紐國數位內容、動畫、影片特效中心，2012 年威靈頓影片後

製產業之產值達 4 億 8,200 萬紐元，另美國市場係紐國媒體產業之主要國外收入

來源，2012 年紐國業者自美國獲得之營收金額達 5 億 1,700 萬紐元，較前一年成

長 17%。 

（六）觀光旅遊業 

觀光業為紐西蘭第 2 大外匯收入來源及主要就業部門，截至 2013 年 2 月份

紐國觀光客人數為 258 萬人次，較前一年小幅衰退 0.5%，國外觀光客消費金額達

54 億萬紐元，較前一年度衰退 6%。2011 年紐國主要觀光客來源國家中，澳洲觀

光客人數持平，人數達 115 萬人次、中國大陸觀光客人數達 20 萬 8,000 人，較前

一年度成長 38%、日本觀光客人數為 7 萬 4,000 人，較前一年度成長 16%、英國



觀光客人數則是衰退 16%，人數滑落為 18 萬 6,000 人。在紐元匯率持續強勢及國

際油價上漲等不利因素，使紐國觀光業發展面臨相當大之挑戰。 

（七） 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 

依據紐西蘭生物科技產業協會報告，目前紐國有 260 多家生技公司，其中 108

家以生技為核心業務，其年營業額達 3 億 5,100 萬紐元，出口金額為 1 億 6,700

萬紐元；2005 年至 2007 年紐國生技業者家數成長 28%，另 2007 年至 2009 年之

家數仍續成長 27%，員工人數達 1 萬 8,000 人，顯示紐國生技業發展仍相當良好。

紐國生技業發展之主要利基為優良之研究傳統、較佳研究品質、及完善法規環

境，其在新藥開發、動物基因研究、植物改良、食品開發、農業科技、生技產品

製造等領域均有獨特優勢。目前紐國生技產業之主要發展瓶頸為欠缺投資資金，

且紐國業者大都以中小企業規模方式營運，故鼓勵創投業者投資，以及吸引外

資，係紐國政府發展生技業之首要努力方向。在相關營運領域方面，44%紐國生

技公司係經營食品相關領域、16%經營醫療器材、13%經營診療儀器類產品。 

（八） 葡萄酒業 

受到氣溫偏低因素影響，2012 年紐國葡萄園產量為 269 萬噸，較 2011 年減

少 18%；在葡萄產量有效減少情況下，將有助於供需均衡，使葡萄價格自谷底回

升，目前每公噸葡萄價格已持穩在 1,500 紐元水準，與業者之生產成本相當；另

過去數年葡萄園種植面積亦呈穩定，葡萄園栽種面積 3 萬 4,200 公頃，其中白酒

系列葡萄種植面積占總面積約 8 成。 

2012 年紐西蘭葡萄酒出口量創下 1 億 7,660 萬公升，較 2011 年成長 5%，紐

國葡萄酒出口額並創下 12 億 1,700 萬紐元之佳績，較 2010 年增加 7.2%，出口單

價在大宗紅酒出口減少下，亦見回升，其中 2012 年每公升葡萄酒出口平均單價

為 6.9 紐元，較前一年度上漲 15 紐分。澳洲為紐國葡萄酒之最大出口市場，其次

為英國、美國及加拿大，另在紐-中 FTA 洽簽後，紐國政府已將葡萄酒列為拓銷

中國大陸市場之重點產品項目，2012 年紐國葡萄酒出口中國大陸之金額達 2 億

4,300 萬美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35%。紐元匯率走勢係影響到紐國葡萄酒業收益

之主要因素，另產能增加過速亦是近幾年紐國葡萄酒業發展之困境，為確保紐國

葡萄酒國際聲譽，紐國業者近年來積極尋求控制產能之增長。  

 



三、與我國經貿關係 

（一）雙邊貿易分析 

依據紐西蘭統計局公布之資料，2012 年紐西蘭對我國出口計 8 億 2,900 萬

紐元，較 2011 年減少 7.8%，我國為紐國第 11 大商品出口市場。同期間，紐國

自我國進口金額計 7 億 8,200 萬紐元，較 2011 年增加 13.1%。2011 年台、紐雙

邊貿易總額為 16 億 1,100 萬紐元，較前一年度微增 1.25%。 

根據紐方截至 2012 年 6 月之年度統計資料，該期間我對紐出口成長較顯著

之產品項目，包括生質油料（2710）成長 653.4%、角鋼（7216）成長 108.2%、電

話機（8517）成長 59.6%、汽車零配件（8708）成長 8.7%、熱軋鋼板（7214）成

長 6.3%、塑膠產品（3926）成長 4.1%、電腦產品（8471）成長 3.1%、橡膠輪胎

（4011）成長 3%；衰退之產品包括：空白影帶（8523）衰退 25.1%、化學纖維（3907）

衰退 20.2%、辦公機械零配件（8473）衰退 18.1%、腳踏車（8712）衰退 15.5%、

導航器材（8526）衰退 13.3%。 

同期間，自紐國進口之成長項目，包括奶粉（0402）成長 8%、其他水果（0810）

成長 5.9%、羊毛（5101）成長 3%；金額衰退之產品包括：廢金屬（7204）衰退

40.5%、奶油（0405）衰退 37.5%、蘋果及桃子（0808）衰退 37.3%、乳酪（0406）

衰退 33.7%、二極體（8541）衰退 33.2%、原木（4403）衰退 28.9%、未加工紙類

（4804）衰退 19.4%。 

整體而言，紐國對我國出口產品係以農、牧、林等初級農業產品為主，其中

紐國奶粉、肉品及水果在我國占有極高之市場比重；我國對紐國出口則係以加工

層次及附加價值較高之電子電機、石油煉製品、金屬等工業產品及原料為大宗，

顯示兩國貿易具有很大的互補性。近年來，受到紐國分別與泰國、新加坡、中國

大陸及東協洽簽 FTA 之影響，使我國對紐國之出口成長力道相對較弱，對紐國

市場之進口占有率明顯下滑，貿易移轉效應相當顯著；同時受到經濟衰退及紐元

高匯率之影響，使紐國製造業營運不佳，亦影響到我國相關工業零組件產品對紐

國出口成長空間，爰此，倘台紐兩國能儘早完成 ECA 之簽署，相信將有助於兩

國貿易重回成長軌道。 

 



（二） 雙邊重要經貿交流活動 

1. 台紐兩國於 2004 年 2 月簽署雙邊「打工度假計畫協議」，並於同年 5 月

簽署「原住民合作協議」，為促進雙方青年交流及原住民交流合作提供良好的架

構基礎。我方於 2005 年 1 月間同意紐國馬鈴薯在符合我國檢疫規定後得以輸

台；雙方並於 2005 年 4 月簽署「台灣輸往紐西蘭經濟重要性果實蠅寄主產品

雙邊檢疫協議」，我芒果依該協議得以輸紐，為我新鮮水果輸紐開啟新的契機。

另雙方於 2005 年 7 月簽署「電氣電子產品相容檢驗相互承認協議」，有助於我

電氣電子產品輸銷紐國。 

2. 第 19 屆台紐經貿諮商會議」於 2012 年 12 月在台北舉行，該會議由我國

經濟部卓次長士昭與紐國外交貿易部次長 Andrea Smith 共同主持，雙方就 WTO

杜哈回合談判、APEC 合作、農業、投資促進、商業合作、原住民、文化、教育、

關務及移民等雙邊合作議題廣泛交換意見，並將建立更緊密之合作關係。 

3. 2011 年 8 月台紐雙方完成「我輸紐西蘭蝴蝶蘭附帶介質工作計畫書」換

函，我附帶介質蝴蝶蘭可直接輸銷紐西蘭。 

4. 2012 年 3 月 5 日台紐簽署「共同投資創業投資基金策略合作協議」，並於

同年 12 月舉行「台紐共同投資創業投資基金投資委員會議」，進一步深化及廣

化台紐間之實質經貿關係，將可為台紐雙方企業創造巨大之商機與成長機會。 

5. 我行政院國科會與紐國皇家協會於 2005 年簽署雙邊科技合作協定，雙方

並舉行多次研討會，2010 年國科會張副主委一行來紐訪問，並出席「台-紐奈米

生物科技研討會」。 

6. 2009 年 2 月中旬工研院與紐西蘭工業研究公司（Industrial Research Limited; 

IRL）簽署「國際技術產業化合作協議」。台紐雙方將共同投入高達約新台幣 9,000

萬元之跨國合作基金，運用雙方在科技產業上優勢與互補關係，加快技術產業化

與商品化的速度，協助雙方產業有效地進入全球產業分工的一環，並帶動台灣整

體生技醫療產業的發展。 

7. 2010 年台紐簽署「台紐標準、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法規管理合作協

議」，進一步提升雙方在標準檢驗法規之合作。 

8. 紐國政府宣布自 2009 年 11 月 30 日起給予我國人赴紐 3 個月免簽證之待



遇，以提升兩國在觀光、文化及商務之關係。 

9. 2012 年 3 月財政部關稅總局王司長亮一行前來紐國訪問，推動台紐海關部

門之交流合作。 

10. 2012 年 6 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張副局長俊福來紐訪問，就區域經濟等議

題與紐方交換意見。 

11. 2012 年 6 月中小企業處賴處長杉桂等一行 7 人出席紐京威靈頓舉行之

2012 年國際中小企業聯合會（ICSB）會議。 

12. 2012 年 7 月台灣大學鍾助理教授嘉綾及中興大學莊助理教授益源來紐

考察優良農業制度。 

13. 2012 年 10 月中華經濟研究院陳顧問添枝等一行 3 人訪問紐西蘭，研究

紐國貿易政策議題。 

14. 2012 年 11 月標準檢驗局莊副局長素琴行出席於紐西蘭威靈頓舉行之

2012 年亞太計量組織大會及相關會議。 

15. 2013 年 3 月奈米國家型計畫主持人吳重雨博士率團訪紐進行交流合作。 

16. 2013 年 4 月經濟部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龔主任仁文率團訪紐進行

交流合作。 

（三） 與我國重要經貿問題 

1. 農牧產品為紐西蘭最主要出口產品，推動農業部門貿易自由化亦向為紐

國之核心經貿政策。由於目前我國在液態乳及濕鹿茸進口仍設有配額制度，紐國

相關業者均期盼相關措施能及早取消，以利紐國相關產品輸銷我國。另我國現為

紐國牛肉、羊肉、奇異果及蘋果之主要出口市場，紐國亦極為樂見我國調降相關

農業產品關稅，以提升其對我國市場之出口收益，另由於紐國農產品在我國占有

極大市場，故使檢疫及防疫，以及食品安全等領域，已成為兩國重要之議題。相

對的，我國出口紐國則是以工業產品為主要項目，惟近年來面對其他各國與紐國

簽署 FTA 協定之強大競爭，使我對紐國出口成長緩慢，爰此，在台紐經濟合作

協議宣布啟動談判後，雙方均積極尋求及早完成該協議之簽署，以提升雙邊經貿

關係。 



2. 高科技產業為紐國極欲發展之產業，紐國並期盼與我國加強相關合作，

以協助紐國業者之發展。目前我工研院與紐國工業研究公司已簽訂「國際技術產

業化合作協議」，雙方並共同設立跨國合作基金，以運用雙方在科技產業上優勢

與互補關係，加快技術產業化與商品化的速度，協助雙方產業有效地進入全球產

業分工的一環；另我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已與紐國政府創投基金（NZVIF）於 2012

年 3 月簽署「台紐共同投資創業投資基金策略合作協議」，以推動台紐兩國創投

業者，針對雙方產業進行投資合作。相關協議顯示紐國政府積極尋求強化與我國

產業合作之意向，協助雙方業者建立更加緊密之產業合作關係。 

3. 紐國服務業係紐國頗具競爭力之產業，紐國政府及服務業者均盼能進入

我國市場發展，並期盼雙方在 WTO 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之條件，落實兩國服

務業市場之進一步開放措施，其中包括雙方簡化企業人士入境及短期居留之規

定，及在服務業部門之開放時程訂定具體時間表，其中紐國相當重視加強與我國

在教育業及觀光業之合作關係。 

4. 近年來，我國除持續強化相關工業產品對紐國市場出口外，我國政府亦

積極協助我農產品打開對紐國市場之出口管道，其中台紐雙方業於 2011 年完成

「我輸紐西蘭蝴蝶蘭附帶介質工作計畫書」之換函，為我蝴蝶蘭產品輸出紐西蘭

市場成功打開出口管道，未來並將積極推動我國文心蘭等農產品出口至紐國市

場，以擴大農產品出口商機。  

 

 

 

 

 

 

 

 



四、市場環境分析 

（一） 一般市場情況 

紐國人口 440 餘萬人，以歐洲後裔（主要為英國）為主，占人口比例達 65%，

消費型態和交易習慣與歐洲類似，其次為毛利裔人口，占總人口之 15%，近年

來南太平洋島國和亞洲移民人數顯著增加，使紐國消費市場需求呈現多元化、多

層次之現象，市場行銷亦需配合此種趨勢。雖然自 2008 年以來，紐國經濟步入

衰退，加上房市泡沫化，使民眾實質消費能力降低，直接影響零售業之經營，惟

在農產品國際價格持續上漲下，紐國平均國民所得仍達 3 萬 7,000 美元，同時，

在紐元匯率持續強勢下，進口產品成本相對更具競爭力，外國業者更易爭取紐國

之商機，市場潛力仍值得開發。 

紐國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且主要城市間有相當距離，其中全國商業中心為位

於北島的奧克蘭市，人口達 140 萬人，南島則以基督城為最主要之商業城市，另

北島的威靈頓及南島的但尼丁亦為紐國重要城市。由於運輸成本與售後服務成本

均高，再加上進口市場被大型貿易業者掌握，影響產品銷售管道之多元化發展，

新進業者打入市場並不容易；此外，紐國國內又缺乏重要國際專業商展，加上市

場採購量不大，市場拓展成本相對較高，均是一般外國出口商在紐國拓銷產品面

臨之困難。但另一方面，由於地理位置偏遠，各國業者均未將紐國視為主要市場，

且紐國農工產品進口相當開放，並無重大貿易障礙，適合以利基型市場方式經

營；另亞裔人口增多，亦使得出口機會增加，因此如能尋得長期合作夥伴，仍是

值得深耕拓銷之市場。近年來，亞洲國家經濟實力日益提升，紐國企業已紛紛轉

向中國大陸及東協等亞洲市場，並極力尋求商機，如我商積極行銷，將有助取得

出口商機。 

紐國一般民生消費產品零售業銷售約有 8 成以上受 New World、Countdown、

paknsave、Warehouse、Briscoes、Farmers 等大型連鎖超市控制，至於電腦、通訊

及家電等 3C 產品方面，亦為 Harvey Norman、Dick Smith、Noel Leeming、JB Hi-Fi

等全國性電腦及家電專賣店所掌控，其中多數業者係澳洲企業所投資。在紐國消

費者之購買習慣下，商家均需透過分期付款服務，以協助消費者購買耐久財，其

中分期付款年限有逐年延長之情況，反應出市場競爭，及消費者實質購買力下降

情況。另由於紐國相關連鎖超市及專賣店係各國出口商兵家必爭之地，競爭亦相



當激烈，產品生產業者承受之壓力日益增加，並影響到利潤。在資訊科技發展下，

網路購物已逐漸在紐國成形風潮，由於價格較低及採購便利，消費者逐漸透過網

路選購書籍、鞋類、服飾及電子產品，其金額並呈逐年上升趨勢，衝擊到實體店

面業者之經營。 

紐國一般民生消費品多仰賴進口，相關連鎖超市及專賣店中到處可見來自中

國大陸、東南亞及南亞各國生產之電子、家電、家庭用品及紡品、傢俱、成衣、

鞋類產品。過去 10 年來，紐國自中國大陸進口，從不到 8 億紐元迅速增加至 77

億紐元，已躍升為紐西蘭最大進口來源國，顯示中國大陸產品在紐國市場之強大

競爭力。我國產品品質聲譽較佳，業者如能供應品質優良之產品，仍可在紐國爭

得一席之地。 

紐國國內與聯外運輸及通訊基礎建設完善，金融、保險、法律、會計、廣告

等服務業亦相當發達，商業環境頗為完善。另紐國並無進口簽證制度，除與人體

衛生、動植物檢疫有關之產品，須取得相關機構核可外，廠商及個人可自由進口

各項產品。至於付款方式，在國際貿易方面係以匯款或預付貨款為主，另因企業

營運資金較為缺乏，相關貨款極需銀行業者之融資協助，才能進行，如出口商能

提供優惠付款條件，將有利於爭取訂單，惟亦須謹慎相關倒債風險；國內購物多

以信用卡及支票支付，經銷商對於耐久財，如汽車、家具、家電產品等多提供分

期付款服務。 

由於大型連鎖商店及專賣店係紐國主要的銷售通路，因此紐國產品促銷活動

多由該等通路商店透過電視台、廣播電台或報章雜誌及自行印刷之廣告，向大眾

進行促銷；另由於近年華人移入紐國人數增加，亦有業者透過華文媒體來推廣產

品，以打通銷售通路。目前紐國家電專賣店多具有技術支援及售後服務之能力，

另商家在銷售其本身或進口消費產品時，亦須提供品質保證及修補配件之服務，

此外亦須符合產品法規之規定，清楚標示產品之內容及相關資訊。 

（二） 競爭對手國在當地行銷策略 

1. 中國大陸：自紐西蘭與中國大陸 5 年前簽定 FTA 後，紐、中間貿易投資

關係成長迅速，紐國對中國大陸出口額並成長超過 3 倍，2012 年出口金額已達

69 億紐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16.6%，紐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金額亦成長至 77 億 1100

紐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3.7%。中國大陸對紐國之主要出口項目包括電腦、電話



設備、電視機上盒、女裝、印刷機器、座椅、毛衣、傢俱、玩具、襯衫等產品。

紐國政府另訂定於 2015 年達成倍增紐-中雙邊商品貿易額至 200 億紐元之目標。

在紐、中 FTA 架構下，兩國間之貨品關稅已接近全面免除階段，另在紐國政府

及業者將發展重心放在中國大陸市場情況下，此將進一步推升紐-中貿易金額。 

2. 日本：2012 年日本為紐國第 4 大進口國，日本對紐國之出口額為 30 億 5,400

萬紐元，較上一年增加 4.5%。目前日本對紐西蘭市場之主要出口產品項目包括

汽車、汽油、卡車、工程機具、印刷機器、摩托車、車輛輪胎、傳播設備、紙板、

汽車零配件及電視接收器等。一直以來，日本汽車及家電產品均為紐國市場之主

要領導品牌，日商透過長期行銷，及良好的產品品質口碑，使日本品牌在紐國市

場之競爭力仍然強勁。 

3. 韓國：2012 年韓國為紐國第 8 大進口國，年進口金額為 18 億 1,500 萬紐

元，較上一年成長 24.4%，其中韓國汽車及手機通訊器材之大幅進口，係推升韓

國對紐國出口成長主要因素；另紐國亦自韓國進口相當多的石油、工程機具、鋼

材、紙板、汽車輪胎、苯乙烯、電容器、丙烯等產品。由於紐國市場較小，且地

理位置偏遠，韓商大部分行銷均係透過紐國本地進口代理商，目前韓國汽車、平

板電視等相關家電在紐國市場之占有率穩定上升，其中除價格具競爭力外，在韓

國業者積極拓銷下，如贊助球類運動等，亦使韓國產品之品牌價值穩定成長。 

4. 東協國家：東協國家為紐國主要貿易夥伴之一，2012 年紐國自東協之進口

金額達 78 億萬紐元，較 2011 年度增加 18.9%。目前東協國家對紐國之主要出口

產品包括汽油、油渣餅、電視機、車輛、電腦、化纖原料、橡膠、電話、空氣壓

縮機等產品，與我國出口項目有相當大的重疊，為我國在紐國之主要競爭對手，

此亦反應東協國出口產品競爭力之提升。東協與紐、澳兩國已於 2009 年洽簽 FTA

協定，紐國另分別與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簽訂雙邊 FTA 協定，使雙邊經貿

前景看好。 

（三） 政府採購之相關資訊 

紐西蘭目前尚非政府採購協定之成員國，政府採購政策及政府採購規定係由

紐西蘭商業創新就業部負責研擬及執行。依規定紐國 1988 年 State Sector Act 所列

政府部門及紐國警察與國防部門採購財務及勞務合約金額超過 10 萬紐元以及工

程服務超過 1,000 萬紐元者，均屬紐國政府採購作業涵蓋範圍。紐國政府為使其



政府採購作業資訊及程序更為透明，特建立紐國電子投標服務系統（Government 

Electronic Tenders Service, GETS） ，實務上紐國政府要求中央部會及相關機構超

過 5 萬紐元之採購案件均需上網登錄；該投標服務系統之網址為：

https://www.gets.govt.nz，我商僅需於該網站登記註冊，即可上網瀏覽相關標案資

訊。 

目前紐國並未限制外國業者參與其政府採購案之競標，惟在實務上，相關標

案除考慮產品價格及品質外，亦考慮參與投標者之資格能力、以及能否在紐國順

利提供相關產品與服務等因素。我商如欲參與紐國政府之標案，除可上該政府網

站搜尋相關商機外，亦可透過該網站提供之聯絡窗口聯繫查詢，以瞭解相關標案

之詳細內容及參與投標業者所需條件，以進一步評估爭取相關商機之可行性。 

紐國政府將全國網路寬頻網路、交通建設及通訊服務列為未來幾年之發展重

點，相關計畫衍生之商機相當多，同時，未來 2 至 3 年，隨著紐國基督城地震之

災後重建開啟，將提供相當多的重建商機，值得我業者積極爭取。  

 

 

 

 

 

 

 

 

 

 

 

 



五、投資環境分析 

（一） 當地投資條件 

一般而言，紐國對外商設立、持有或經營企業之限制很少。根據富比士公布 

2012 年世界「最適經商國家」排名，紐西蘭被評選為首位，從去年的第 2 名躍居

為榜首。雖然紐國經濟體規模並不大，惟在個人自由、投資者保護、法規干預及

清廉度等項目，紐國均位居高位，另紐國去年調降公司稅稅率，以及紐國股市過

去 12 個月大幅漲升表現，均是紐國獲選為首位之原因。由於紐國與澳洲經濟關

係緊密，故在全球金融風暴期間，紐、澳兩國之表現均優於大部分國家，惟此亦

使紐元匯率持續強勢。雖然紐國經商環境排名甚佳，惟政府部門並未提供新移民

經商太多協助，其中部分來自亞洲國家之移民，因受到紐國法規較多之影響，影

響其在紐國投資意願。 

紐西蘭經商環境面對之問題包括：經濟長期成長表現不佳、欠缺吸引外資誘

因，公司稅負重、就業規定嚴苛、人才外流嚴重及高昂之通訊費用等，另高昂之

人力成本亦使業者投資卻步。紐西蘭表現較好的項目包括:無貪腐之環境、公司

設立容易、完善之銀行體系、中小學教育品質，及貨物通關成本較低；紐國表現

較差之項目，則是包括技術人力向外流失、員工僱用及解僱程序較複雜、匯率波

動劇烈、及缺乏國內市場有效競爭環境，另部分涉及科技創新領域之排名亦不

高，如政府對先進科技之採購及科學家與工程師之人力資源不足，亦為紐西蘭經

濟表現較弱之部分。 

由於鄰近澳洲市場，在薪資水準及工作機會等因素磁吸下，一直以來，紐國

專業人力均單向流往澳洲，使一般技術勞工出現短缺現象，每年紐國移民至澳洲

之淨人數高達 3 萬多人，另紐西蘭勞工成本較高，及較高之環保要求，均使製造

業發展及擴充不易，導致整體製造業較朝向高單價及利基型之產業發展，無法大

幅度擴充產量，造成紐國長久以來經濟較為依賴乳品、肉類、林業等農產商品出

口，必須面對國際農產品價格波動之風險。紐國在資本市場、商業化、運籌、經

營管理、產業群聚、國際聯繫，以及因應市場趨勢等方面之人才及能力亦較為不

足，且旅運成本較高，均為阻礙紐國產業發展的制約因素。 

紐國政府原則上對外人投資並不給予租稅獎勵等優惠待遇，因此外國公司在



紐國基本上享有與紐國公司相同之待遇。紐國之公司所得稅已自 2011 年會計度

度調降為 28%；另 2011 年 4 月 1 日後，年收入 14,000 紐元以下之個人所稅為

10.5%，14,001 至 48,000 紐元之稅率為 17.5%，48,000 至 70,000 紐元之稅率為 30%，

70,001 紐元及以上部分之稅率為 33%。相關個人所得尚須支付全民意外賠償保險

捐 （ACC Levy），其支費比例係依職業類別計算。至於營業稅（即貨物及服務

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為 15%，資本利得並不課稅，少數行業如電影及

石油探勘等則給予條件式賦稅獎勵。 

（二） 外商在當地投資概況 

根據紐國統計局之資料，截至 2012 年 3 月，外國人匯入紐國之直接投資（FDI）

金額為 6 億 8,990 萬紐元，其中主要投資國為澳洲、新加坡、瑞士、日本及荷蘭。

另歷年外國人匯入紐國之投資金額累計達 973 億紐元，其中以澳洲的 543 億 5,700

萬紐元居首，其次為美國、荷蘭、日本、英國及新加坡，金額分別為 106 億 3,500

萬、31 億 200 萬、27 億 9,500 萬、25 億 7,500 萬及 25 億紐元。2012 年東協國家

匯入紐國之直接投資金額達 22 億紐元，較前一年度的 7 億紐元大幅增加，惟自

歐洲匯入之直接投資金額則是出現減少情況，另歐洲國家在紐國直接投資之庫存

金額亦降至 76 億紐元，亦較前一年度減少 26 億紐元。在創投投資表現方面，2012

年外國創投公司投資紐國新創公司之金額為 2,760 萬紐元，較前一年度減少 680

萬紐元，投資件數為 95 件，亦較前一年度減少 5 件。相關投資中，27%投資軟體

業、23%投資藥品開發及生命科學產業、15%投資科技設備業，10%投資食品飲

料業。 

紐國海外投資局僅對投資金額超過 1 億紐元以上，或投資紐國敏感性資產之

投資案件進行審查，根據該局統計資料，2012 年紐國政府計核准 113 件外國人投

資案，金額為 20 億 2,100 萬紐元，較 2011 年同期 15 億 8,300 萬紐元增加，惟投

資件數較前一年度的 146 件減少。2012 年紐國較大型之外國投資案包括：中國大

陸海爾公司以 4 億 2,300 萬紐元併購紐國家電廠 Fisher & Paykel，IAG 保險公司以

3 億 8,000 萬紐元承購紐國 AMI 保險公司資產，以及德商 BayWa 以 1 億 204 萬紐

元收購紐國農產品運銷公司 Turners and Growers。在外國人購買農地方面，2012

年紐國政府計計核准 89 件外國人農地購買案，較前一年的 106 件減少，移轉之

土地面積為 3 萬 3,517 公頃，亦較前一年的 6 萬 8,054 公頃減少。 

紐國投資規定相當透明，外資投資紐國並不易遭受重大困難，相關公司設立



手續簡便，另為吸引具建設性之外人投資，協助紐國經濟復甦並增加就業機會，

紐國政府於 2009 年中宣布簡化紐國海外投資法案，其中大幅提高澳洲業者投資

紐國需事先申請獲准之投資金額上限自 1 億紐元門檻提高至 4 億 7,700 萬紐元，

而紐國人在澳洲之投資送審金額亦將提高至 10 億紐元，紐國政府亦承諾將進一

步加速相關投資案件審核程序速度，以提供外國投資者較大的確定性。 

（三） 台商在當地經營產業類別及其情況 

我國廠商及移民在紐投資熱潮出現於  1993 至 1997 年期間，其中尤以 

1993 年和 1996 年投資金額 7,426 萬紐元和 5,488 萬紐元最多，其餘年度亦均

超過 1,000 萬紐元；另自 1998 年開始，投資金額即出現下滑，每年均不及 400 

萬紐元，1999 年和 2004 年更低於 100 萬紐元以下，自此之後，即未見到相關

台商投資之資料。由於欠缺正式統計資料，目前僅能依據紐國「海外投資辦公室」

之統計資料，概略計算台商之投資金額，其中扣除不公布之金額之外，歷年台商

在紐投資案件計 257 件，累計投資金額約 1 億 9,452 萬紐元，惟該數據僅具參

考價值，無法全然反應台商在紐國之投資現況。 

台商在紐主要投資項目包括教育、森林、農場、不動產、旅館、超市、旅行

社、肉品加工、健康食品製造、化妝品製造、電腦維修及一般貿易等，惟規模普

遍不大，且未在紐國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較具規模之業者，包括旅紐台商投資

之奧克蘭商學院、紐西蘭商業學院、中華電視網、商勝集團之不動產投資、環球

肉品加工公司、東元電機等係經營規模較大者。此外，進口健身器材配銷之 Fitness 

Imports 公司、位於南島經營紀念品賣場之 Farmers Corner 亦有相當良好之經營績

效，另 Eterna 公司經營茶葉之生產與銷售`，亦是台商在紐投資成功之案例。目

前台商在紐國經營之困難，除成本較高及市場規模不大等障礙外，另隨著台商逐

漸老化，如何將事業傳承給第 2 代，或尋找合適經理人繼續經營，已逐漸成為紐

國台商面臨之問題。 

（二） 給我國業者之投資建議 

1. 廠商在當地投資應注意之相關規定事項 

紐國對於外資投資並未給予特別管制，相關投資申請程序與紐國本土公司相

同，投資環境相當自由開放。根據紐國 2005 年 8 月 25 日「2005 年海外投資

法」（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 及「2005 年海外投資規則」（Oversea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2005）之規定，僅相關投資案涉及大規模土地、敏感性土地及捕魚權

利時，需向紐國海外投資辦公室申請核准，其中主要為海外人士欲取得或設立下

列性質事業或土地 25%以上所有權及控制權之投資，才需事先取得紐國「海外

投資辦公室」 （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 之核准： 

（1） 事業或非土地資產總值額超過 1 億紐元者；或 

（2） 具敏感性之土地 （包括面積超過 5 公頃之農地、海岸及海床、大部

分的外島，以及面積超過 0.2 公頃之若干其他類別之敏感性土地）；或捕魚配

額、臨時捕魚權或年度捕魚權。 

2. 「海外投資辦公室」（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係紐國政府主管外人投

資審查之機構，該辦公室原則上僅根據前述各項投資限制條件對外人投資案件予

以審核，非屬上述條件規範之投資項目，外人可逕自進行投資而毋需送審。該辦

公室審理未涉及土地買賣，以及未涉及敏感地區土地買賣之外人投資案件時，僅

需 10 個工作天之審議時間。如投資案涉及敏感地區土地買賣，則必須送交財政

部及土地資訊部聯合審議，審議時間約為 20-30 天，另有少數，申請案之處理

時間需時 50 天以上，並須送交相關部長核定。另如投資案涉及「1996 年漁業法」

（Fisheries Act 1996） 第 56 及 57 條有關漁業配額之規定，則需由財政部會同

初級產業部共同審議。 

紐國對外資企業在紐從事營業之型態甚少予以限制，因此外資公司有關經營

業別及產品、服務之決策，大部分由外資企業本身自行決定；唯一的例外是涉及

天然資源之項目，例如敏感性土地或商業性捕魚之限制。紐國對外資基本上抱持

歡迎之態度，惟對外商業無特別之投資租稅或其他獎勵。 

3. 在紐國設立公司之程序相當簡單；公司設立和營業均依據公司法為之。紐

西蘭專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發達，可提供有關公司稅制、工商業務和投資事務的

高水準諮詢服務。大多數在紐國境內經營企業的外國投資者通常選擇在紐國成立

一家公司、外國公司的分公司或合夥公司；外資公司通常係基於法律、稅務和商

業之考量來決定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相關情形如次： 

（1） 分公司 （branch）：外資公司欲在紐設立分公司，須向紐國「公司登

記處」 （Registrar of Companies） 申請登記保留分公司之名稱，並須在開始營運

之前 10 個工作天提出申請，申請書中須載明分公司名稱、董事地址、在紐國主



要營運地址、海外母公司相關資料、授權在紐代表人之名址，及營業項目等。 

（2） 子公司 （subsidiary）：外資公司在紐成立之子公司必須至少有一名

股東或董事 （可為同一人），該股東或董事可為非居民身分。紐國對公司資本

金額並未加以限制。外資公司欲在紐設立子公司，須向紐國「公司登記處」申請

登記保留子公司之名稱，嗣後尚必須提交董事及股東之同意書、公司章程，並提

供每一位董事及股東之姓名及住址以及子公司之詳細資料等。 

（3） 財務報表：外資分公司每年必須向紐國政府提交兩份經簽證之財務報

表，其中一份涵蓋其全球營運狀況，另一份則涵蓋其在紐營運狀況。外資子公司

每年須向紐國政府提交一份經簽證之財務報表，其涵蓋範圍僅包括其在紐營運狀

況。 

（4） 賦稅及其他義務：外資公司在紐分公司在稅務上一般被視為紐國之「非

居民」，另一方面外資公司在紐子公司在稅務上則被視為紐國之「居民」。外資

公司對於其在紐分公司所造成損失須負責任，但對於子公司之損失則不須負直接

責任。 

（5） 變更事項：外資分公司或子公司之文件如有任何需變更之事項，必須

在規定時間內 （通常為 10 個工作天） 以書面通知紐國「公司登記處」。 

4. 紐西蘭政府之投資促進機構為“Investment New Zealand”，係紐西蘭貿易

暨企業局所管轄之單位，其主要功能在協助國際性公司從事下列營運事宜：（1） 

移轉至紐國從事企業；（2） 建立新企業據點；（3） 投資並和紐企業合作開拓

全球市場。所以外商來紐投資均可先行和該單位洽談相關事宜。 

5. 可投資產業型態或產品項目 

紐國在政策上歡迎投資，鼓勵移民投資，過去台商來紐以投資移民方式亦占

相當比例，惟因於 2002 年大幅提高投資移民之資金門檻及英文標準，影響亞洲

各國移民之投資意願。目前紐國移民之類別可分為技術移民及投資移民，技術移

民係依據申請者之學歷、工作、經驗、年齡、健康、品行及英語等能力，依不同

等級給予評分，以決定是否給予移民許可，同時相關移民申請案之核准與否，亦

受紐國技術人力需求情況之影響，相關紐國亟需之技術人力項目，均會公布於紐

國移民局網站。由於目前紐國專技人員仍呈短缺情形，紐國對移民仍有極大需



求，每年核淮之移民人數約為 4 萬人上下，約占紐國 1%人口比率。 

由於紐國國內市場不大，勞工及經營成本高於我國，且產業群聚及配套亦不

如我國完備。目前來紐投資之台商仍以森林、農牧、健康食品等初級和加工產業，

以及零售、觀光、教育等服務業為主，在製造業方面規模較大者僅有食品加工業

及利基型製造業。儘管如此，由於紐國政府開始重視發展高科技產業，未來台商

來紐投資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紐國適合我商投資之產業包括：農牧、水產科技、

乳製品生產加工、水產養殖、葡萄酒產銷、食品加工、健康食品、生物科技、醫

療器材、能源開發、環保科技等，另在服務業領域，我國業者亦可選擇投入房地

產業、批發及零售業、觀光業、教育業、資訊及通訊、數位內容、媒體製作、電

腦軟體、金融服務等，均具發展潛力。近年來，由於食品供應安全逐漸成為全球

關心之議題，紐國由於具有優良之農牧條件，亦吸引許多歐美業者前來購地投

資，我商亦可考慮購併相關農牧用地。 

6. 可供引進技術合作項目或可在當地技術合作項目 

紐國政府目前選定資訊通訊產業、生物科技產業和創意產業為重點發展產

業，由於我國在半導體及通訊硬體設備生產獨立全球，而紐國在數位內容、無線

通訊及電腦軟體方面亦有專長，因此雙方如能合作，將可充實彼此之產業價值

鏈。在生物科技產業方面，紐國在動物、水果、花卉、森林、食品、生醫、能源

及環保等基礎研究及應用領域均擁有良好的基礎研究能力，如能與我國生技業者

在技術研發、資金籌集、商業化生產、經營管理及市場開發等方面進行合作，將

可結合雙方之優勢，創造新的商機。在服務業方面，紐國之教育、觀光、工程顧

問、金融、電信、數位內容、媒體後製及電腦軟體等服務業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亦為我引進經營理念和技術及進行合作的良好對象。  

  

 

 

 

 



六、拓展建議 

（一） 可銷當地之我國產品及拓展須知 

1. 出口項目 

紐國主要進口產品中，有多項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力之項目，包括：石油煉製

品（2710）、電腦（8471）、不銹鋼扁軋製品（7219）、事務機器零附件（8473）、

自行車及零附件（8712）、螺釘螺帽（7318）、空白影音媒體（8523）、塑膠板

（3920）、汽機車零附件（8708、8714）、運動器材（9506）、鋼管（7306）等，

其他機動車輛（8703）、橡膠輪胎（4011）、無線電話及廣播傳輸器具（8525）、

卑金屬座架及配件（8302）、鐵或非合金鋼（7214）、電視接收器（8528）、電

路電氣用具（8536）、合成纖維棉（5503）、其他塑膠製品（3926）等產品；亦

有我國在紐國出口實績不錯之項目，如紙器（4810）、電容設備（8507）、暖氣

機（8415）、壓縮機（8414）等產品亦適合我國廠商積極拓銷；另在亞裔人口逐

漸增加之情況下，相關亞洲食品、食材、家俱及家用品亦具有相當市場開發潛力。 

2. 出口拓展須知 

（1） 紐國與澳洲經貿關係緊密，其大型連鎖超市、專賣店及銀行等有極大

比例操控在澳商手中，再加上紐國市場規模相當有限，紐商一般訂單數量較小，

往往會與澳商合併訂單向國外進行採購。因此，我商在拓銷紐國市場時，宜將澳

洲市場一併加以考量，同時亦須耐心培養與紐國廠商之長期合作關係；有時往往

需要透過位於澳洲之進口商及批發商之採購代表才能打進紐國市場。 

（2） 紐國之大型連鎖超市、百貨公司，以及家電、電腦及通訊設備、汽車

零件、五金及建材、運動器材等產品之專賣店已在全國各地建立完整之銷售網

路，至少掌控各該產品市場之 80%。我廠商如欲拓銷紐國市場，宜與此等連鎖店、

專賣店或相關之紐國或澳洲進口商建立合作關係。 

（3） 紐國地理位置相對處於南半球邊陲地點，海空運輸成本較高，我商對

紐國銷售高科技及工業產品，若能加強提供迅速完善之技術支援和售後服務，並

經常來紐考察會晤現有及潛在買主，則可與紐國廠商建立更穩固之合作關係，這

也是目前在紐投資配銷性質之台商所著力之重點。 



（4） 紐西蘭之專業商展一般規模不大，缺乏國際性專業展覽，且參展及參

觀之廠商多為當地之廠商及民眾，僅有少數國外廠商透過當地代理商或進口商參

展，業者可選擇參加澳洲或亞洲商展機會，來認識紐國進口商，爭取商機。 

（5） 近年來紐國對於來自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消費產品之接受度逐漸提

高，台商可將其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所生產之產品加強銷往紐國。另目前旅

居紐國之台商及台僑不及萬人，大部分集中在第 1 大城奧克蘭，在基督城亦有台

僑聚集，我出口商除可將台僑視為出口產品之利基市場外，亦可做為建立紐國市

場之聯絡網路及中間媒介。 

（6） 紐國「消費者保證法」（Consumer Guarantees Act 1993） 規定，廠商

必須對產品提供若干保證 ，消費者發現問題後有權退貨，製造商及進口商須負

賠償之責。另「公平交易法」（Fair Trading Act 1986） 亦對不安全之產品加以規

範，並訂定有關強制性產品標準和回收準則等。因此，我出口產品應符合紐國製

造規格標準並注重品質管理。 

（二） 可在我國行銷之當地產品及相關建議 

1. 進口項目 

我國可自紐進口之產品仍以紐國出口主力之農漁牧產品及林產品為主，包括

奶粉、乳酪、牛肉、羊肉、蘋果、奇異果、櫻桃、柿子、馬鈴薯、漁貝類、酒類、

健康食品、原木、加工食品、鋸木、合板、蜂蜜、木漿、羊毛、鹿茸等。工業產

品方面則有鋁及化學品等，其他產業專業產品或技術，如生技、醫療器材、珠寶

飾品、數位媒體及工業產品設計等領域亦常有不錯之新產品。 

2. 進口建議 

紐國農牧產品、海產品及林業資源豐富，品質優良且衛生標準高，其品質在

市場上素有良好聲譽，當可滿足我消費者之多樣化需求，由於位處南半球，其農

產品產季與我相反，且產品項目與我差異較大，因此相當程度上可補充供應我國

市場之需求。 

紐國重要農牧產品，例如乳品、肉類及奇異果、蘋果等水果產品之產銷，多

控制在少數幾家大公司或農民產銷合作組織之手中；目前尚有多項產品，例如健

康食品、醫療器材、酒類產品、漁產品、木材及製品等，係近年來紐國較具國際



競爭力之出口產品，亦有增加銷往台灣市場之趨勢。 

近年來紐國，亦積極發展附加價值較高之製造業，其中包括機械及電機產品

均為紐國主要出口產品項目，亦可為我廠商之進口來源之一，惟紐國製造業廠商

工廠一般規模不大，產能有限且較缺乏彈性，我商如欲大量進口紐國中小企業供

應之工業產品，必須考慮紐方之長期供應能力。 

紐、澳經貿關係密切，紐國中小企業對於國際市場之經營經驗有限，因此均

有先打入澳洲市場，再設法轉進其他國際市場或有與澳商合作進入國際市場之想

法。台商在紐、澳均有相當數目，若能共同合作與紐商打交道，亦不失為可嘗試

之策略。 

紐國貿易暨企業局（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負責推廣出口貿易，

我廠商如有興趣自紐國進口並尋找供應商，該局派駐在台北紐西蘭商工辦事處人

員將可提供協助。 

（三） 當地商展 

紐西蘭之專業商展多由民營之商展公司主辦，一般規模均不大，且參展及參

觀之廠商多係當地廠商，僅有少數國外廠商透過當地代理商或進口商參展。紐國

相關商展資訊可至：ASB Showgrounds （http://www.asbshowgrounds.co.nz ）及

Westpac Stadium（http://westpacstadium.co.nz ）等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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