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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針對紐西蘭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針對進入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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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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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環境概述

基
本
環
境

紐西蘭，首都-威靈頓（Wellington）
國土面積：26萬8021平方公里

人口總數：500萬人(2020年03月)歐洲白人
後裔約占70%、當地土著毛利人占16.5%、
亞裔占15%、南太平洋島民占8%

北島北部屬亞熱帶氣候，北島南部及南島地
區屬溫帶氣候。

人
口
結
構

國內GDP：2,043億美元(2019年)

人均GDP： 41,676美元（2019年）

15歲以下 19.6%

15歲至29歲 20.5%

30歲至44歲 19.2%

45歲至64歲 25.3%

65歲以上 15.2%

具勞動力年齡層15~64歲約佔人口數65%

經
濟
概
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科院整理(2020/12)；
地圖圖片來源：Google地圖



紐西蘭-(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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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
政治體制：責任內閣制。

國家首領：尊奉英國女王為名義上之國家

元首，英國雖派有總督常駐紐國，惟僅具

象徵及代表意義，且係由紐國總理指派。

紐國實際之政務皆由民選總理主政，聯合

政府為紐國政治常態，目前總理為紐西蘭

工黨領袖Jacinda Ardern，2020年10月

於在新一屆的大選中帶領工黨取得了超過

半數的議會席位，成功連任總理。

對外關係
對外商投資係採取開放和歡迎之態度，並

認為外商投資有助於紐國經濟發展及就業

機會之提供，未刻意提供外人投資優惠或

租稅獎勵，對於外商與本國廠商係採取一

視同仁待遇。

紐國政府係強調良好投資與經商環境、

優異之本土人力資源、研發能量及特定產

業優勢等方面，而非著重於賦稅優惠上，

惟此亦降低外商之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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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環境 (*特殊投資須遵守下方法規-- 投資超過1億紐元、

敏感性土地、捕魚權)

「 2005 年海外投資法」（ 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

「 2005 年海外投資規則」（Oversea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2005）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衝擊，為避免紐國
資產低價被外資收購，紐國政府採取過渡性管制
措施，有意取得紐國事業或資產25%以上所有權
之外人投資案，均須向政府通報，政府將依據國
家利益評估（National Interest Test）進行審
核，以保護國家安全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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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20/12)

投資貿易主管機關

 紐國外人投資局(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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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政府之投資促進機構：紐西蘭貿易企業局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NZTE) 

所轄單位，其主要功能在協助國際性公司從事：

A、企業移轉至紐國經營

B、建立新企業據點

C、投資並和紐企業合作開拓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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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2

3.捕魚配額、臨時捕
魚權或年度捕魚權

1.事業或非土地
資產總值額超過
1億紐元者

2. 具敏感性之土地（包括超
過一定面積之農地、海岸及
海床、大部分的外島，以及
超過一定面積之若干其他類
別之敏感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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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20/12)

主要投資說明

 海外投資案並非皆須經過紐國
「 外 人 投 資 局 」 （ 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

 海外人士欲取得或設立左列3項性質
事業或土地25%以上所有權及控制
權之投資案，則須經紐國「外人投
資局」（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核准。

投資法令

4.住宅用房產（惟澳洲及新加
坡公民、居住在紐國之澳洲及
新加坡永久居民等不在此限，
另持紐國觀光、留學、度假打
工及工作簽證者，原則上
無法投資房產）

5.投資伐木業（惟澳洲及新加
坡公民、居住在紐國之澳洲及
新加坡永久居
民等不在此限）



紐西蘭-(農業)政治和法律環境(Political Factor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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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20/12)

進出口關稅及其他重要稅制

一般關稅率
（Normal Tariff）

優惠關稅率
（Preferential Tariff）

紐西蘭海關進口稅則
（New ZealandCustoms  

Service Working
Tariff Document）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

依據協定降低期程，
自 2017年起，我國
所有貨品出口至紐
西蘭均免關稅。

參與主要國際經濟組織

☉WTO ☉OECD ☉APEC ☉IMF ☉IBRD
☉World Bank ☉IFC ☉IDA ☉ADB

已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RTA/FTA)

紐-澳更緊密經濟關係協定(CER)-1983
紐-星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CEP)-2001
紐-泰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CEP)-2005
跨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協定(P4)-2005
紐-陸自由貿易協定-2008
紐-馬(馬來西亞)自由貿易協定-2010
紐-港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2011
紐-澳-東協國家自由貿易協定-2012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2013
紐-韓自由貿易協定-2015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2018

與我國已簽署協定

• 臺紐植物檢疫合作辦法-1999
• 臺紐執行競爭及公平交易法合作協調辦法-2002
• 臺紐打工度假計畫協議-2004
• 臺灣輸往紐西蘭經濟重要性果實蠅寄生主產品之

雙邊檢疫協議-2005
• 臺紐科技合作協議-2005
• 臺紐電氣與電子類產品檢驗相互承認協議-2005
• 臺紐國際技術產業化合作協議-2009
• 臺紐標準、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法規管理合

作協議-2010
• 臺紐設定共同投資創業投資基金策略合作協議-

2012
•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2013
• 臺紐關務合作協議-2014
• 臺紐認證合作協議-2014
• 臺紐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合作協議-2016
• 臺紐OECD優良實驗室操作(GLP)相互承認協議-

2017
• 臺紐有機產品驗證相互承認執行協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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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1

幣 制
紐元（New Zealand Dollar
） US$1＝NZ$1.52 (2019)

國內生產毛額 NZ$3,100億(2019)

平均國民所得 NZ$6萬3,251(2019)

匯 率 US$1＝NZ$1.52(2019)

利 率 央行重貼現率0.25%（2020.5）

經 濟 成 長 率 2.3% (2019)

產 值 最 高
前 五 種 產 業

觀光業、初級產業、不動產業、
營造業、金融服務業

圖片數據來源：Statistics New Zealand、農科院整理(2020/12)

四大行業

稅–包括消費稅，進口稅和印花稅。

產品生產行業–製造業；建築；電力，煤氣，水和廢棄物處理

初級產業–農業，林業，漁業和採礦業

服務業–批發貿易；住宿和餐飲服務；零售業; 運輸，郵政和倉儲，媒體和電信；金融和保險服務；租
賃，出租和房地產服務；專業，科學，技術和管理支持服務；政府行政；健康; 教育; 和其他服務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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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2

2019年我國為紐西蘭第12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包括貨品與服務）總額24億紐元，我國對紐國出口9.3億紐元，自紐國進口
14.6億紐元，紐方享有順差5.3億紐元。

臺灣與紐西蘭雙邊貿易多數呈現逆差，主要因國內市場對紐國農牧商品需求高，其中以乳製品、肉品、果品為大宗。
2019 年紐國為我第 34 大進口國，占我總進口 0.29%。

整體而言，兩國貿易具有相當互補性，我國對紐國出口則係以加工層次及附加價值較高之資通訊、電機電子、
金屬、化學、汽機車零配件等工業產品為大宗，鋼鐵製品1.5億紐元、電機設備1.3億紐元、機械設備1.2億紐元、
汽車零配件1.1億紐元、塑膠產品1億紐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科院整理(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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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3

主要進口項目

主要進口來源

主要出口項目

機械儀器和設備、車輛及零件、石油及製品、塑料及塑料製
品、電機及設備、紡織品、光學及醫療和測量設備、鋼鐵及
其製品、藥品、家具及燈具

乳製品(例：奶粉和乳酪)、肉及食用雜碎、木材和木製品、
水果、穀片及麵粉製品、機械儀器和設備、葡萄酒、魚類及
甲殼類和軟體動物、食用調製品、鋁及鋁合金製品

中國大陸、澳洲、美國、日本、德國、泰國、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13th)(2019)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澳洲、美國、歐盟、日本、韓國、香港、

臺灣（8th）、新加坡、馬來西亞(2019)

臺灣主要出口項目 臺灣主要進口項目

乳及乳油、冷凍牛肉、綿
羊或山羊肉、乾酪及凝乳、
鮮蘋果及梨、麥芽精、鮮
杏、櫻桃、桃子、原木及
木材、甲殼、軟體及其他
水產無脊椎動物之調製品

紐西蘭對臺灣投資

臺灣對紐西蘭投資1,663萬美元/10件

1億1,064萬美元/129件

(1952 年至 2019 年)

不銹鋼扁軋製品、腳踏車、
鋼鐵製螺帽、機器零件、塑
膠製品、新橡膠氣胎、碟片
及磁帶、電話機、家具及其
零件、衛生紙手工具（包括
割玻璃之鑽石刀）。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科院整理(2020/1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帶來的衝擊，紐西蘭政府2020年3月宣布推出121億紐元（約2,400億新臺幣）紓困
振興方案，金額達紐國GDP的4％，倘以每人平均分配金額計算，本次紓困計畫規模在全球名列前茅。政府
自3月26日起將提高疫情警戒至最高第4級，全國實施封鎖隔離四週，政府並宣布擴大加碼紓困方案，以維護
人民健康，穩定經濟發展與就業市場，降低疫情對民眾及企業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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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經濟環境(Economic Factors)-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科院整理(2020/12)

重要經貿措施

① 93億紐元提供薪資補助，開放所有業別與機構申請。

(COVID-19疫情影響)

② 62.5億紐元提供紓困貸款：政府與私人銀行共同合
作，提供民眾申請6個月免繳房貸寬限期，以及中小企
業優惠貸款。

③ 28億紐元減免稅賦：暫時調高課稅門檻，恢復工商
用建築物（包括旅館）折舊抵稅，購置低額資產可立即
認列抵稅，並減計逾期繳稅衍生的利息。

④ 28億紐元調高弱勢族群之福利津貼與補助，包括每
週福利津貼調高25紐元，並提高冬季暖氣能源費補助。

⑤紓困航空業者：提供紐西蘭航空公司（政府持股52
％）9億紐元紓困貸款，並投入6億紐元協助空運業度
過難關。

⑥投入1.100萬紐元協助觀光業者分散市場，並
推廣國內旅遊。

⑦ 5億紐元改善提升醫療照護能量。

⑧ 1.26億紐元提供自我隔離補助。

⑨ 1億紐元輔導伐木業等失業人士就業。

⑩凍結租金上漲為期6個月禁止契約終止三個月。

⑪ 2,700萬紐元確保社區服務繼續運作



紐西蘭-(農業)經濟環境 (Economic Factors)-5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科院整理(2020/12)

1.農牧產品

 紐國盛產蘋果、奇異果、梨子等水果及蔬菜，畜牧
業為主要產業。

 其中酪農業為紐國最具競爭力之產業，乳製品對亞
洲市場之出口成長迅速。

 紐國恆天然（Fonterra）公司並成為全球主要奶粉
供應商之一。

2.林業

 紐國森林資源豐富，並以輻射松為主要林種。
在中國大陸等市場之強勁需求帶動下，使紐
國木材產品之出口成長顯著。

 目前紐國木材產品係紐國僅次於乳製品及肉

類之第三大出口項目。3.漁貝海產品

 紐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專屬經濟海域（EEZ）約440

萬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4位。

 紐國水產品（不含養殖業）每年捕撈量為60萬噸，85%至

90%之水產品外銷。另紐國水產品產量占全球之1%，並占全

球水產品貿易量之2%。

 紐國養殖水產品產業規模約5.5億紐元，主要產品為綠殼淡菜、

國王鮭魚及太平洋牡蠣。紐國採用漁獲配額管理，以確保漁

業永續發展；另約50%之漁業配額為原住民毛利人所擁有。

3.漁貝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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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礦業與能源

 紐國得天獨厚，擁有多項可供發電的再生能源，包含豐沛的水

力、地熱、風力等，2019年紐國能源供應比例依序為石油

33.5%，地熱22%，天然氣21%，水力9.8%，木材能源6.7%，

煤5.5%，風力0.9%，生質能0.4%。

 紐國能源自給率約80%，而再生能源占初級能源供應的比例約

為40%，比例高，在OECD會員中排名第三，僅次挪威與冰島，

並訂於2035年前完成再生能源發電比例達到100%的目標。主

要礦產為煤、金、鐵、天然氣等，另蘊藏石油，惟儲量不大。



紐西蘭-社會文化環境（Social & culture）-1

種族
歐洲白人後裔約占
70% 、 當 地 原 住
民 毛 利 人 占
16.5% 、 亞 裔 占
15% 、 南 太 平 洋
島民占8%

語言
英語及毛利語

宗教
英國國教、天主教和
基督教長老會

重要城市
首都威靈頓、奧克蘭
、基督城、但尼丁

紐國識字率高達99%，91.6%人口具有高中學歷，29%人口具有大
學學歷，一般國民閱讀風氣盛。中、小學生教育講求創意，並 尊重
個別學生之發展需求，學校教育學風相當開放自由，一般學生均具
有基本數學、科學及語文能力，整體國民知識及道德水準良好。紐
國有8所國立大學，部分大學科系享有盛譽，吸引許多外國留學生。

12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中央情報局、農科院整理(2020/12)

人
口
數

人
口
結
構



13

紐西蘭-(農業)社會文化環境（Social & culture）-2

民生基礎設施 旅遊觀光

 旅遊業為紐國第一大出口產業，依據紐西蘭統計局公
布之統計數據，2019年旅遊業為紐國經濟貢獻160億
紐元（包括觀光客及國際學生），另依據紐國商業、
創新暨就業部（MBIE）公布之統計數據，2019年來
紐觀光客人數約達389萬人，較前1年成長0.7％，其
中澳洲觀光客約154萬人；中國大陸觀光客41萬人，
次為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

電力紐國發電來源水力占58.0%，地熱17.3%，天然氣

15.3%，風力5%，燃煤2.6%；整體再生能源發電比例為82%，

紐國電力零售商眾多，可利用 PowerSwitch 、 Glimp 或

Eletctrical plugs等網站挑選最適合之電力零售業者。

水利紐國水資源主要來自河川，河川之儲水依賴降雨情形而

定，因此，在乾旱之夏季會面臨水源不足之困境。紐國每年降
雨量約在3,000至6,000億立方米。河川及湖水提供約 60%之飲
用水，40%則來自地下水。除奧克蘭外的大部分城鎮水費包含
在地稅中，不單獨計費。自2019年7月起，奧克蘭水費每一公
升1.555紐元。

運輸紐國國道公路（state highway）共有近100條，鐵

路 總長度約為 4,000公里 。陸運交通完善。紐國地理位置較

為偏遠，其進出口貨品和物資主要依賴海運。紐國奧克蘭、

威靈頓、基督城及皇后鎮等大城市設有國際機場，其中

Auckland機場為全國第一大機場，運量達七成。

電信紐西蘭主要電信業者包括 Spark 、 Vodafone 、

2degrees及Skinny，建議利用業者網站瞭解最新電話及網路

費率。另紐國偏遠地區，特別是在南島地廣人稀區域或山區，

行動通訊基礎建設尚未健全，提醒國留意。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New Zealand in Profile 2020、農科院整理(2020/12)

 近年臺紐互訪觀光旅客成長顯著，依據紐國官方統計
資料，2019年紐國訪臺旅客達15,171人次，較2018
年（12,798人次）成長18.5％，創下近年訪臺人數
新高紀錄，我國訪紐旅客則達53,453人次，較2018
年成長19.7％，亦創下近年我訪紐人數新高紀錄。



1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20/12)

紐西蘭-(農業)社會文化環境（Social & culture）-3

當地重要投資相關機構在當地駐外單位及臺(華)商團體

序號 名稱 主要負責工作

1

駐紐西蘭代表處〔駐紐西
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New  
Zealand）

對紐國之政務，以及對
紐國北島南部及南島之
領務、僑務、新聞及文
教關係

駐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
〔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經濟組〕（Economic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New Zealand）

拓展臺紐雙邊經貿關係

2

駐奧克蘭辦事處〔駐奧克
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Auckland,  
New 0Ze aland）

對紐國北島北部之領務、
僑務及文教關係

3

紐西蘭臺灣商會
（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Incorporated）

紐西蘭北島臺商聯繫

4

5 基督城臺商協會 紐西蘭南島臺商聯繫

序號 名稱 主要負責工作

紐西蘭企業創新暨就業部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制訂及執行紐國整體經
濟發展政策及措施

1

2

紐西蘭海外投資辨公室
（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
Land  Information 
New  Zealand）

審核外人來紐國投資申
請案

3

協助外商在紐國進行投
資及產業技術合作，協
助紐商拓展對外貿易及
外商來紐採購

紐西蘭貿易推廣暨企業發
展局（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4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New 負責紐國對我之貿易及
Zealand Commerce and 投資推廣業務
Industry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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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農業)技術環境-1（Technological）主管機關

農林部
（Ministry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紐西蘭食品安全局
（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

漁業部
（Ministryof Fisheries）

2012/04/30

合
併

初級產業部（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MPI）

職掌與任務

主要業務→提供保護及永續發展的初級產業政策

主要工作→初級生產、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三部分。

序號 名稱 主要負責工作

1 初級生產

和農林漁牧等初級經濟產業相關者，包含
自然資源使用、動物福利、林業、市場、
漁業和農業管理等。

2 食品安全
消費者免於食物相關疾病的風險的守護者、
維持紐西蘭安全食品王國之地位。

3 生物安全
透過輸出入動植物的管制與檢疫，保護紐
西蘭的經濟、環境及民眾健康。

 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機會

 提高部門的生產力

 增加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保護免受生物風險。

2030年的 4項戰略重點領域

資料來源： https://www.mpi.govt.nz/，國家發展委員會-考察紐西蘭政府機關組織職能及體制-環境部及初級產業部的運作經驗、農科院整理(2020/12)

http://www.mpi.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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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農業)技術環境-2（Technological）主管機關

資料來源： https://www.mpi.govt.nz/，國家發展委員會-考察紐西蘭政府機關組織職能及體制-環境部及初級產業部的運作經驗、農科院整理(2020/12)

1984 年成立

環境部（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MOE）

職掌

主要業務→主要職掌內容為氣候變遷、主要職掌內
容為氣候變遷、空氣品質保護、水質保護、廢棄物
管理、土地礦產、 毒物管理、環境監測及資訊等。

 環境管理系統，包含法律、法規和全國有關
環境的規範。

 主導國家環境政策及策略。
 對地方政府推動實務的環境指導與培訓。
 提供環境健康的相關資訊，定期發布環境報告

。

施政目標

依權責主管的法律

 Iwi, Māori and the Treaty of Waitangi

 Environment Act 1986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Act 2011

http://www.mpi.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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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農業)技術環境-3（Technological）研究單位

資料來源： https://www.mbie.govt.nz/、農科院整理(2020/12)

 直屬於紐西蘭政府，主要工作職責是研究自己負責領域中的科學知識，
並將得到的科研成果正反饋到社會公眾身上，提高紐西蘭人民的生活
水平和質量。皇家科學研究院們的運營資金主要來源都是政府的資金
支持，同時它們也會為商業機構提供顧問等等類型的服務，用以完善
自身的資金狀況。

 每個科學研究院都由委員會來進行管理，並由CEO來負責運營，同時
會面向多個主管的政府機構進行匯報，年度運營資金每年都會面向紐
西蘭公眾進行公開。

皇家科學研究院
Crown Research Institute (CRIs)

紐西蘭七大皇家科學研究院

•AgResearch，紐西蘭農業科學院目的是提高牧業、農業食品和農業技術價值鏈
的生產力和盈利能力，以促進紐西蘭的經濟增長以及有益的環境和社會成果。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ESR)，紐西蘭環境科學研究院
， 負責研究環境科學，以及環境對於公眾健康的影響，改善我們的淡水和地下
水資源安全以及為司法部門提供專業法醫科學的決策。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and Nuclear Science (GNS)，紐西蘭地理科學研究院
， 負責研究地球學、地理學、海洋學、礦物礦產學等等，同時負責向公眾提供紐
西蘭的地震和火山預測以及數據，總部位於紐西蘭首都威靈頓北部的下哈特
Lower  Hutt，僱員將近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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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農業)技術環境-4（Technological）研究單位

•Scion，紐西蘭森林研究院，負責林業、木材加工業、木製品工業以及植物性材
料以及其他生物材料領域的創新和發展，總部位於紐西蘭北島的羅托路亞，僱員
超過300人。

紐西蘭七大皇家科學研究院

•Landcare Research，紐西蘭陸地保護研究院，負責陸地生態系統、生物多
樣 性、土地資源、陸地環境保護、農耕用地的可持續性發展方面的研究，總部
位於紐西蘭南島基督城附近的林肯Lincoln，僱員將近400人。

•National Institute of Water and Atmospheric Research (NIWA)，紐西蘭大
氣及水資源研究院，負責研究紐西蘭的淡水和海洋資源，並監控地球大氣、氣候變
化以及這些變化可能對紐西蘭造成的影響，增強對紐西蘭氣候危害的適應能力，
，總部位於奧克蘭，僱員將近700人。

•Plant and Food Research，紐西蘭植物和食品研究院，負責經濟作物、園藝
植 物、水果栽培、物種保護、農作物育種等領域的研究，總部位於奧克蘭，僱
員超過800人。

資料來源：https://www.mbie.govt.nz/ 、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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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農林水產外部環境分析-概要

政治法律環境

農業推動政策

經濟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

 政體：責任內閣制。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國際
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
 法律體系：法律制度建立在英國的法律體系基

礎上。
 投資主管機關：紐國外人投資局(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紐西蘭政府之投資促
進機構(Investment New Zealand)。

 未刻意提供外人投資優惠或租稅獎勵，對於外
商與本國廠商係採取一視同仁之待遇。

 紐西蘭初級(農業)產業產值佔全國GDP的7% 。
 和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包括臺灣、中國、

新加坡、泰國、澳洲、東協（ASEAN）與馬來西
亞。

 2018年紐國水產品出口至我國金額約1,300萬紐
元，包括冷凍有鰭魚約6百萬，生鮮淡菜等貝類
約5百萬，其他則為冷藏魚類及龍蝦。

 初級產業出口約占紐國出口總額50%，紐國為全
球第12大農產品出口國，第2大乳製品出口國，
第1大羊肉出口國。

 種族：中歐裔白人和其他族裔佔了74.6%，毛利
人佔15.6%，亞裔佔12.2%，太平洋島民佔7.8%，
中東和拉美、非洲族裔佔1.2%。

 語言： 英語(95.9％) 、毛利語(14.9％)、紐西蘭
手語(0.6％ )。

 基礎建設完善，高速公路、港口、以及經營眾多
國際航線的國際機場與高容量的海底光纖電纜與
全球接軌。

 素質良好，對政治人物亦要求高道德標準，政治
相當清廉，很少發生貪污之情況，整體社會及政
治環境相當穩定，多次獲選為全球最和平之國家。
。

 農業主管機關：初級產業部（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MPI）及環境部（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MOE）。

 核心業務為「生物安全」建立預防系統及程序；
「食品安全」確保安全、健康及消費者的福祉，
建立農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體系；「初級生產」
建立永續機制；「貿易」維持農產品進入海外市
場的機會。

資料來源：農科院整理(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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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