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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本文係針對澳洲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針對進入澳洲進行農產業經營分析具體內容，後續內

容將應對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技術（Technological）

這四大類影響企業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



澳洲概述

1月26日為澳洲國慶日，國旗上的南十字星座代表了澳大利亞在南半球的地理位置，而那顆大型聯邦

之星則象徵了各州和地區組成的聯邦。澳大利亞國徽於1912年獲英王喬治五世批准，它含有一個由

澳大利亞六個州的徽章組成的盾形徽章，上方為一枚象徵組成澳大利亞聯邦的六個州和聯邦政府。背

景為澳大利亞國花金合歡，國徽下部綬帶上寫著“AUSTRALIA”象徵著澳大利亞聯邦。1988年8月，

金合歡樹被宣佈為澳大利亞官方植物標誌。國徽圖案包括金合歡樹、袋鼠和鴯鶓等澳大利亞的象徵，

這2種動物的共同特性都只能「前進」，而不能「後退」，這象徵著澳洲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難。

國徽中心圖案為盾，盾面上有六組圖案

紅色聖喬治十字 伯勞鳥 王冠下的南十字 黑天鵝 藍色馬耳他十字 紅色獅子

新南威爾士州 南澳大利亞州 多利亞州 西澳大利亞州 昆土蘭州 塔斯馬尼亞州



澳洲 - 自然環境概述

澳洲來自崗瓦那古陸（ Goundwanaland )，在大陸漂移過程中分離而

形成，面積769 萬2,030 平方公里，約台灣面積的213 倍，素有『島洲』

之稱。澳洲分三大地形，西部高原：澳洲的主體地形，沙漠廣布人煙稀

少。中部低地平原：草原低地，是澳洲的主要放牧帶。東部沿海平原：

大分水山脈以東，面迎東南信風，終年多雨，成為澳洲人口密集區。

澳洲終年氣候溫和宜人，因國土幅員廣大，各區氣候有

所差異。 北部各州天氣溫暖，南方各州冬季則較為涼

爽。澳洲也是地球上最乾燥的地區之一，年平均降雨量

不到 600 公釐。



澳洲 - 自然環境概述

澳洲國土大陸面積排名世界第六位，全國約有14萬個農場作農耕及畜牧之用，佔地達國土的61%。北部有

熱帶雨林及平原、中部沙漠、東南部海岸線綿延長達約三萬六千公里，擁有獨特的動植物如袋鼠、無尾熊、

袋熊等，海洋資源蘊藏著大堡礁，有著最豐富的珊瑚群及瀕臨絕種海洋生物。

澳洲氣後型態多樣，溫度也因地區氣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春季為9～11月；夏季為12～2月；秋季為3～ 5月；冬季為 6～8月



澳洲 - 人文環境概述

人口約2,500萬人，大多數人口集中於東部延續及東南沿海

上。生活方式與歐洲相仿，英語為官方語言，為宗教自由的

民主國家，多數人為基督教徒。

澳洲國籍法為屬人主義（+有條件屬地主義）允許多重國籍，

澳洲聯邦法律規定，公民可自由選擇保留並使用其他國家護

照，但身為澳洲公民在澳洲邊境口岸出入境，則必須使用澳

洲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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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 政治概述

澳洲行政區域共分成六個州與兩個特別行政區－昆士蘭州、新南威爾斯州、維多利亞州、塔斯馬尼亞州、南澳洲、

西澳州；北領地及澳洲首都特區。

澳洲政治體制國體採聯邦制，政體採內閣制，設有聯邦議會（包括參、眾兩院）、6個州議會，參議員代表各州及

兩個特區；眾議院代表各地方選區。此外兩個自治領地也有自治議會。國家元首為澳洲君主（現任為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

按照西敏制的慣例，總理的存在和職權皆由慣例來確定，澳洲總督作為象徵性的元首代理人不干預行政，所以總理

是實際決策者和最高行政長官。

同樣根據西敏制的法律結構，總理由下議院（眾議院）掌握多數席次的黨派來推舉，並被視為該黨派的實際領袖。

總理是由澳洲總督代表君主任命，通常必須是聯邦議員，現任第30任總理是自由黨斯科特·莫里森。

• 澳洲最早於十七世紀中葉為荷蘭人所發現。

• 1787年英海軍正式以英王喬治三世之名登陸澳洲，將其納入英國殖民地版圖。

• 十九世紀，澳洲共成立六個英殖民地，均採行英國議會制，分別成立自治政府。

• 1901年1月1日六個殖民地聯合組成聯邦政府，宣佈獨立。



澳洲 - 經濟概述

澳洲是全球第14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10(2019)，

並被瑞士信貸集團列為世界財富中值最高的國家。澳洲境內饒富天

然資源，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砂、黃金和鈾生產國。澳洲也是世界

上主要的羊毛、肉、小麥和棉花出口國之一。服務業在澳洲經濟中

佔據主導地位，其中成長最快速的是商業和金融服務，與中高等教

育有關的旅行和觀光業也是澳洲重要產業。被稱作「騎在羊背上的、

坐在礦車上的、手持麥穗的國家」。

GDP(總計) 1.493兆億美元(2019)

GDP(人均) 51,592美元(2019)

經濟成長率 -6.3%

匯率
1 澳幣 = 20.8153 台幣
1 澳幣 = 0.71279 美元

通貨膨脹 1.01%

失業率 7.5%

澳洲亦為貿易強國，澳洲的主要貿易對象有中國大陸、日本、臺灣、美國、紐

西蘭、香港、德國、英國、南非、沙烏地阿拉伯、印度、韓國、新加坡、印度

尼西亞、巴西等；主要出口商品有煤、黃金、鐵礦石、原油、天然氣、鋁礬土、

牛肉、羊毛、小麥、糖、飲料等。主要進口商品有航空器材、藥物、通訊器材、

車輛、原油、精煉油和汽車配件等。



澳洲 - 經濟概述

2018 年的澳洲的GDP約為 1.42 兆美元。從支出面觀察澳洲的國內

生產毛額組成，民間消費約 55%；固定資本形成28.4%；進口

21.4%、出口21.8%；政府支出18%，可見民間消費為推動經濟成

長的主要動力，而澳洲對外貿易總額（進口額＋出口額）占其GDP

的 40 % 以上，說明澳洲經濟對外依存度大，是個非常依賴外貿的

國家。

根據澳洲統計局的資料顯示， 2018 年對 GDP 貢獻較大的重要產

業包括金融保險業、能源與礦業、營建業，而農牧業雖然為 GDP

貢獻不高，但仍為澳洲傳統上的重要產業。



澳洲 - 經濟概述

澳洲 2018貨品加計服務業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5,526.21 億美元，其中出口 2,834.93 億美元，較上

年增長13.2％；進口 2,691.28 億美元，較上年增長

10.2％，貿易順差為 143.78 億美元。以區域來看，

澳洲的主要出口區域為東亞，光是東亞就佔整體對

外出口比例達73.3%。前五大出口國依序為中國、

日本、韓國、印度及美國；前五大進口國依序為中

國、美國、韓國、日本及泰國。自 1980 年代起，

澳洲對外貿易政策重心轉向亞洲，加上近年來諸如

中國大陸、印度及東協十國等亞洲新興開發中國家

崛起而形成的廣大消費市場，使得澳洲與亞洲經貿

往來比重大幅提高。



澳洲 - 礦業概述
澳洲能源與礦業占GDP約 12%，具有自然資源優勢，礦產和燃料商品出口在全球，尤其是亞太地區能源供需上佔據

著重要地位。

• 礦業：澳洲目前已發現蘊藏量豐富之礦物資源共有 70餘種，其中23種已大規模生產，現為全球鐵礦砂、煤礦、鋁礦砂、未

鍛煉鉛第1大出口國；黃金、鉛礦、及工業用鑽石生產第2大國，鈾礦及鋅礦生產第3大國，此外，鎳、銀及銅等礦藏蘊藏

豐富，為澳洲賺入可觀之外匯。澳洲在礦業設備、技術及服務領域，也是領先全球的開發及製造國。公司在完整的供應鏈

階段相當具競爭力，其中包括探勘、工程、礦物加工、環境管理、礦業安全、研發及訓練等。

• 煤炭：澳洲是全球第三大產煤國，澳洲出口煤炭中，冶金煤佔比相對相對，2018年出口煤炭中，冶金煤佔46.93％，動力

煤佔53.07％；而在動力煤市場中，澳洲面對更多競爭者，尤其是印尼，在亞洲動力煤市場中，澳洲為第二大出口國，僅次

於印尼。

• 液化天然氣：澳洲近幾年的液化天然氣快速成長的榮景，在 2015-16 年間新產能增加了 6 成，2019年全年澳洲液化天然

氣出口計達7,750萬噸，較2018年增長11%，成為全球液化天然氣最大出口國，出口收益為335億美元。



澳洲 - 農業概述
澳大利亞，年出口創匯320億美元，佔全球糧食出口總量的2.2%。澳洲土地的61%都是農場，在其GDP中，農業也

佔12%的分量。小麥是澳洲最主要的出口糧食，此外，如植物油等也在全球市場為他們贏得名聲。

雖然澳洲為世界最乾燥之大陸塊，水份蒸發快，土壤中含鹽及酸率亦高，但許多地方灌溉系統逐步完成並廣泛使用

磷、氮化肥之情況下，許多荒漠大地現已能廣為耕種多項作物。且人口較少，澳仍為小麥、玉米、燕麥、大麥、高

梁及棉花等多項農產品之主要輸出國，每年外銷 2/3 的農業產品，21世紀後酒類及乳製品的生產及出口大幅成長。

透過科技化加值包括熱帶與溫帶園藝；內陸與海岸水產養殖等新興農業也在外資投資下茁壯。林產業（林木及紙

類）從業人員約9萬2千多人，總值達150億7,700萬澳元，木材年產量約為4百餘萬立方公尺，多以軟木為主。

澳洲四面環海具有世界最長海岸線，澳洲漁場涵蓋面積比澳洲土地面積還大16

％，為世界第3大漁場。工業污染較少，漁源豐富，但每年漁獲量約為22-23

萬公噸，為低度開發地區，尚有發展潛力。主要商業化之水產品為蝦、龍蝦、

鮑魚、鮪魚、干貝等高價漁獲，糧食用漁獲較少。南澳州阿得雷德市養殖淡水

鱸魚業近年興起。

從事農業、林業和漁業的人口比例



澳洲 - 農業概述

2018~2019年之農業、漁業和林業生產比例

澳洲農業的產值約占其GDP的3%，農業產品占出口總額的8-9%；

由於地理位置等原因，澳洲成為向亞洲出口農產品和食品的最大出

口國。澳洲擁有多樣化的氣候、不同降雨模式及土壤類型，因此可

經營各種不同的農業企業，農業土地面積約佔澳洲總面積60%，包

括熱帶與溫帶園藝；內陸與海岸水產養殖；生產穀類、油菜及纖

維；放牧及飼養大量牲畜；純種馬飼育、林木業及生產木製品。

1999~2000年至2018~2019年之農業、漁業和林業生產總值



澳洲 - 農業概述



澳洲 - 農業概述
澳洲農業用地由外國投資者持有的占比為13.6%（約5200萬公頃），其中過半數掌握在英國手中，美國、荷蘭、新

加坡、中國位列其後。擁有水權證，意味著每年可以使用額定數量內的農業灌溉用水，澳洲擁有完整的水資源管理

制度，澳洲水市場中包含不同用水標的、不同灌溉用水者間之移用調配及環境用水之採購，其中灌溉用水的交易及

環境用水的採購是水市場主要交易標的，顯示水市場機制之建立與農業保護及環境保育在適當機制設計下是相輔相

成的。

澳洲水交易（water trade）定義：

(一) 水權從一合法權力者移轉至另一個合法權力者，可伴隨或未伴隨區位（location）之移動。亦即伴隨土地所有

權轉讓之水權移轉亦屬水交易之範疇，然而土地所有權移轉可與水權移轉切割。

(二)相同或不同水分配權伴隨或未伴隨區位之水分配權移轉。



澳洲 - 農業概述
澳洲的水資源由各州及各領地管理，將核發水權給用水者，以從明定的供水區取得並使用定量的水。澳洲的水權交

易會計年度為 7/1 至次年 6/30，水權持有者依其水權百分比而得到累加的分配，「水權」及「分配」被用以作為不

同的（特定管轄權）定義，亦即水必須在經過分配後，才能交易實際的用水量，而水權（取得分配的權利）則不須

分配即可進行交易，因此水市場包括「水權」及「分配」的交易，耗水量裡受管制系統及未管制系統皆有水權，原

住民水權因受保護不可被交易。

澳洲各州所使用之水交易用語

受管制系統中水流透過可蓄水並放水的基礎設施（水壩及堰）所控

制；未管制系統中水流則未受控制，水流來源為降雨、逕流、及集

水。



澳洲 - 農業概述
在2018-2019年度：
• 800萬兆升水用於農業生產（比2017-18年度下降

24％）
• 720萬兆升水用於農作物和牧場（下降了26％）
• 灌溉了200萬公頃的農業用地（下降了15％）
• 21,900個農場的土地用水（下降2％）

農場用水大部分用於牧場和農作物。
在2018-2019年度，有500萬兆升應用於作物（佔所有用水的70％）：
• 棉花130萬兆升（下降53％）
• 1百萬兆升水果和堅果（增長7％）
• 甘蔗882,000兆升（下降13％）
• 大米75,600百萬升（下降90％）

在用於牧場的220萬兆升中（佔所有用水的30％）：
• 150萬兆公升的牧場和穀物飼料（下降18％）
• 454,400兆公升的牧場和穀物乾草被削減（下降5％）
• 214,900兆升的牧場用於青貯飼料的切割（增長11％）



澳洲 - 農業概述
2018-19年度主要農作物結果
• 小麥60億美元（增長9％）
• 50億美元用於水果和堅果（增長9％）
• 蔬菜40億美元（增長7％）
• 大麥交易額為30億美元（增長32％）
• 棉花10億美元（下降55％）
• 油菜10億美元（下降35％）
• 大米3400萬美元（下降86％）

2018-19年度關鍵牲畜結果：
• 130億美元用於牛和犢牛（增長7％）
• 綿羊和羔羊40億美元（增長5％）
• 10億美元的豬（增長7％）
• 用於畜牧產品（如羊毛，牛奶和雞蛋）的資金為100億美元



澳洲 - 農業概述
塔斯馬尼亞州（英語：Tasmania，縮寫為TAS），

是澳洲唯一的島州，陸地約面積68萬 km²，為澳洲

自然生態保護得最完善的地方。

塔斯馬尼亞號稱「天然之州」，亦被譽為「蘋果之

島」，亦有「澳洲版的紐西蘭」之稱，以秀麗風光

和樸素人文為特色。地理上，作為獨立島嶼，當地

有較大的未開發天然地帶，全州約40％被正式列為

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或世界自然遺產。

農業以飼養肉牛及綿羊為主的畜牧業為大眾，另外

塔斯馬尼亞州漁業的總產值約佔全澳的30%，捕撈

的魚種主要有鮑魚和南部龍蝦，人工養殖的水產主

要是秋鮭。出口水產品包括鮑魚、鮭魚和南部龍蝦。



澳洲 - 農業概述
昆士蘭州（英語：Queensland，縮寫為QLD），

簡稱昆州、昆省，昆士蘭州總面積173萬 km²，農

業用地面積約為146萬 km²，佔該州84.3%，昆士

蘭州的農業產值佔農業總產值22%；自然保護區的

面積佔12%，昆士蘭州67%的面積用於天然林草場

的放牧。

昆士蘭州以農業為主要貿易產品，為澳洲牛奶、咖

啡、菸草、花生、木材、豆類、蘋果、香蕉、鳳梨、

木瓜、荔枝、芒果、穀物、甘蔗、棉花等產品的主

要產地。

昆士蘭州漁業的總產值佔全澳的11%，捕撈的海產

品主要有對蝦（37%）、蟹類（16%）及紅石斑

（14%）。人工養殖的水產，主要有對蝦和澳

洲肺魚。出口漁業水產品包括新鮮、冷藏及冷凍的

魚類、對蝦和龍蝦。



澳洲 - 農業概述
北嶺地（英語：Northern Territory，縮寫為NT），

簡稱北澳，面積約為142萬 km²，農業用地面積61

萬 km²，佔該州45.6%，北澳的農業產值佔農業總

產值1.6%；自然保護區的面積佔53%，最主要的土

地利用類型為天然放牧，佔45.4%。

北澳漁業的總產值佔全澳的2%，捕撈的海產品主要

有達爾文泥蟹、鯛魚、鯖魚及金目鱸，漁產品幾乎

都本地食用。北澳土著居民有每年出海捕魚的習慣，

他們的漁獲包括淡水蝦、鹹水蝦、生蠔、淡菜、魴

魚、金目鱸、鯰魚、熱帶鯛魚、烏魚及岩龍蝦。



澳洲 - 農業概述
南澳州（英語：South Australia，縮寫為SA），簡稱

南澳，總面積98萬 km²，農業用地面積54萬 km²，佔

該州55%，南澳的農業產值佔農業總產值12%；自然

保護區的面積佔41%，南澳43%的面積用於天然林草

場的放牧。

南澳主要生產初級產品，如小麥、羊毛、大麥、水果、

葡萄酒、牛肉、羊肉等。

南澳漁業的總產值佔全澳的19%，捕撈的海產品主要

有南部岩龍蝦、鮑魚、蝦類及沙丁魚，人工養殖的水

產有黃鰭鮪、生蠔和鮑魚。南澳出口漁業水產品包括

黃鰭鮪、岩龍蝦和鮑魚。



澳洲 - 農業概述
維多利亞州（英語：Victoria，縮寫為VIC），

簡稱維州、維省，是澳洲大陸面積最小的州（僅

23萬 km²），不足國土面積的3%，農產品的數

量和品質卻佔全澳總產量的66%，農業產值佔整

個澳洲農業總產值的25%。生產牛奶、羊奶及奶

製品土地面積，佔維多利亞州總面積約22.7萬平

方公里，農業用地約佔56%，生態和自然環境約

佔22%，改良畜牧面積約佔32%。

維多利亞州漁業的總產值約佔全澳的3%，捕撈

的魚種主要有鮑魚和南部龍蝦，分別佔39% 和

40%，人工養殖的水產有秋鮭、淡菜和鮑魚。出

口漁業水產品包括鮑魚和南部龍蝦。



澳洲 - 農業概述
新南威爾斯州（英語：New South Wales，縮寫為

NSW），簡稱新州、紐省，總面積80萬 km²，農

業用地面積63萬 km²，佔該州80.92%，農業產值

佔整個澳洲農業總產值的22.6%，自然保護區的面

積佔13.6%；44.4%的面積用於天然林草場的放牧，

農耕、放牧呈現明顯的帶狀分佈，農業、林業及漁

業從農人口佔就業人口的2% 。

新州傳統上是澳洲的農業和工業大州。農產品主要

有：小麥、燕麥、稻米、棉花、香蕉、甜瓜、油桃、

柑桔、桃、李、梅、梨、葡萄等，其中小麥占全國

總產量的50%。

漁業的總產值佔澳洲6%，捕撈的魚種主要有海烏魚、

鱈魚、黑鯛、黃鯛、紅魚、鮭魚、蝦類、螃蟹和龍

蝦。人工養殖的水產有生蠔、蝦、銀鱸、鱒魚和金

目鱸。出口包括活鮮魚、冷鮮魚、冷凍魚、岩龍蝦

和鮑魚。



澳洲 - 農業概述
西澳州（英語：Western Australia，縮寫：WA），

簡稱西澳，總面積252萬 km²，農業用地面積109

萬 km²，佔該州43%，西澳的農業產值佔農業總產

值14%；自然保護區的面積佔54%，由於存在大面

積的沙漠，西澳有37%的土地極少使用。

西澳漁業的總產值佔全澳的18%，捕撈的海產品主

要有西部岩龍蝦（72%）、鮑魚（3%）及蝦類

（8%），人工養殖的水產主要是珍珠蚌。出口漁業

水產品主要是西部岩龍蝦，佔93%。



澳洲 - 農業技術概述
越來越多農民透過資通訊技術，輔佐糧食及作物生產，提生農產量與產值。澳洲農業與資源經濟暨科學局訪問含括

穀物種植業、牛羊養殖業、乳製品行業及種植蔬果業，希望瞭解資通訊技術於農業方面應用在澳洲普及的程度，最

後歸納出下列結果：

按行業劃分的平均每個農場擁有的ICT資產價值

• 高達96%的澳洲農民擁有並使用資通訊設備；數據顯示約95%的農民會上網。

• 農民因從事生產活動、從事網路商業行為、獲取新知及居家用途等因素，使用資通訊科技。

• 大型農戶較同行中的小農更願意投資及使用資通訊設備。

• 對大多數農民而言，資通訊相關設備占整體資本財的比例相對較小，然而其卻是推動生產及有效撐起整個產業的重要推手。

• 資通訊技術的應用種類，在不同行業之間有不同的應用類型，例如從事穀物種植及蔬果生產方面多使用全球定位系統輔助，

而乳製品行業則多以個體識別系統及畜群管理系統應用為主。

• 目前資通訊科技推廣上的障礙包括產品使用技巧、網路順暢度、設備花費及新科技導入情況。這些限制因素最主要的原因與

農戶大小及產業規模有關，舉例來說，產業規模較小的畜牧業者最常發生使用資通訊產品技巧不純熟的情況。

• 網路可獲得度及連線品質將對農民能否順利使用資通訊設備產生重大的影響，一旦農民處於網路死角的偏遠地區，將導致資

通訊設備無法順利操作、整體產業無法營運的窘境。



澳洲 - 農業技術概述
南澳洲有間公司開發了利用芥菜種子產生生物燃料的機器，

該公司利用當地芥菜種子轉化成生物燃料，作為社區發展

燃料計畫項目之一，以協助當地農業製造更多燃料。

澳洲雪梨大學發明了一種來自於豬籠草的奈米塗層，將此

皺褶概念應用於塗料上，能夠長時間留存塗佈在物體表面

的無毒矽油（silicone oil），減少藻類等微生物附著。此

塗料在雪梨港現場進行長達七週的試驗，適用於水下光學

設備與感測器等高清晰度之儀器。

南澳大利亞大學與阿德萊德大學和LongReach植物育種公

司合作開發新的技術，使用無人機在20公尺的高度進行每

兩秒一次的圖像收集，利用RGB彩色圖像分析小麥田中的

狀況，並藉由深度神經網路學習與比對MSI高空測量與

RGB地面測量的圖像差異，顯示植被指數與高度相關。



澳洲 - 農業技術概述
MateSel是一個由新英格蘭大學開發的電腦程式，已被美

國養豬業使用，能同時保持動物的遺傳多樣性和提高遺傳

育種的收益。現在澳洲的綿羊產業也逐漸投入MateSel的

使用，並通過Sheep Genetics Australia進行管理，利用最

全面的綿羊遺傳數據庫和評估服務，促進澳洲綿羊產業的

品質保證。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的研究人員已經找到了一種方法將甲

殼廢棄物變成抗超級細菌的傷口治療材料，這種膜具有適

合治療傷口的許多特性，傷口附近的細胞會在這些多孔膜

中移動且生長良好，可用於潰瘍後不易恢復的糖尿病患等

患者。

澳洲國立大學研究團隊所發明的可攜式DNA定序儀可分析

樣區中疑似患病的小麥，分析過程是將多片疑似染病的葉

片樣本與藥劑均勻混和後加到可攜式DNA定序儀中，以全

基因組霰彈槍定序技術測出病原的DNA序列，最後再將病

原DNA序列與遺傳資料庫進行比對，找出關鍵的病原。



澳洲 - 農業技術概述

Digital Agriculture Services與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

織合作，推出Rural Intelligence Platform™，這是一個利

用可靠數據來源提供的生產力、水資源取得、產量、土地

利用、作物類型、降雨、乾旱影響等資訊進行全面性評估

和監測農村土地的平台。

澳洲雪梨大學聯合團隊於昆士蘭州進行龍舌蘭的田間試驗，

採用種植五年的龍舌蘭製成生質燃料，並與巴西甘蔗、美

國玉米製成生質燃料之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其中生物酒精

的產量龍舌蘭與甘蔗差異不大，而淡水優養化、海洋生態

毒性、暖化影響與耗水量均遠低於玉米與甘蔗，為生質燃

料新興植物。

荷蘭正與澳洲國家窄頻網路公司洽談合作，希望能將

Sensoterra此數位科技推進澳洲，透過手機app可每小時

獲得數據，該數據會顯示植物水分是否太潮濕、太乾燥或

是適當，使農民及時做出更好的決策，並最終最大限度地

提高用水量、改善作物生長狀況和產量，除了可解決澳洲

急需的農業用水精準化，也能進行各地農田數據蒐集。



澳洲 – COVID-19影響
• 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
• 病例總數：27,149
• 康復人數：24,892
• 死亡人數：894                         （統計至2020/10/06）

澳洲自1991年以來首次出現經濟衰退，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7%。
澳洲入境禁令將造成高達澳幣120億元的經濟損失，其中國際教育產業將面臨38億元的損失。
澳洲政府債已躍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 25%。
澳洲 2020 年 GDP 將萎縮 3.75%。
澳洲失業率恐將攀升至 13% 以上。
澳洲就業人口下滑1.1%。
澳洲郵政業務利潤下跌46％。
普通包裹增加2,330萬件、快遞包裹增200萬件。
透過快遞公司和運輸公司StarTrack交付增加100萬件。
澳洲國內線上購物支出增長超過63％，電子商務業績成長24億澳元。
食品和酒類的運送量比去年增長159.5％，家庭用品的運送量成長93％。



澳洲 –PEST概要

• 澳洲為責任內閣制(西敏制)，中央設有聯邦政府，
地方則有6州，以及2個特別區。

• 外國人投資購買或獲取價值 5000 萬澳元或5000
萬 澳 元 以 上 的 已 開 發 商 業 房 地 產 的 都
需要提出申請。

• 在澳洲進行農業生產必須注意水權的使用，該土
地是否擁有水權是成功與否關鍵。

• 2018總計GDP 1.420兆美元
• 2019總計GDP 1.493兆美元
• 2019人均GDP 51,592美元
• 初級產品佔出口比例 56%
• 農業產品佔出口比例 12%
• 佔全球糧食出口 2.2%
• 澳洲土地 61%為農場
• 最大貿易國為中國

• 總人口約2,500萬人
• 族群多為歐裔
• 英語為官方語言
• 多數人為基督教徒
• 允許多重國籍

• 農業大量使用資通訊技術，除節省人力降低人事
成本，更可精確的操作農務，並提高農產量與產
值。

• 農業廣泛運用IoT技術記錄農耕過程中土壤環境和
作物間的指數，或是作為海洋監控設備以降低養
殖過程的損失。

政治法律環境 澳洲經濟環境

社會人文環境 農業技術環境



資料來源
• 財經研究室

• WIKI維基百科

• 澳洲統計局

• 澳洲辦事處商務處

• 澳洲農業、水與環境部

• 相關財經國際新聞由農科院整理

• 圖庫：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