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科技研究院
因應新南向諮詢服務項目

新南向18國PEST

1

產業發展中心
107 年 05 月 24 日



2

東協10+6：東協+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和印度(2005提出)，建構東亞綜合經濟夥伴」
（CEPEA），2013年轉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提供東協十國與南亞八國等(包括紐、澳)18國資訊

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
市場與技術顧問諮詢服務

政治與法律

環保制度、稅收政策、國際貿易章程與現制、合同執
行法、消費者保護法、雇用法律、政府組織/態度、
競爭規則、政治穩定性、安全規定

資訊服務PEST

經濟環境

經濟增長、利率與貨幣政策、政府開支、失業政策、
徵稅、匯率、通貨膨脹率、商業週期階段分析、消
費者信心指數

社會文化

收入分布、人口統計與政策、勞動力與社會流動性、
生活方式變革、教育、健康意識、潮流與風尚、生
活條件

技術環境

產業技術關注、新型發明與技術發展、技術轉讓綠、
技術更新速度、技術生命週期、移動技術變革

新南向18國家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探討-PEST模型分析系列報告



新南向18國家
農產業市場現狀與商機探討

-PEST模型分析系列報告

越南

農業科技研究院產發中心
產業分析組



越南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本文係針對越南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針對進入馬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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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增長、財政貨幣
政策、利率、匯率、消
費、通貨膨脹

技術總體水準、技術突
破、產品壽命週期、技
術變化速度

生活方式、社會價值
觀、習慣習俗、教育
水準

政府政策、政府管制、
立法、國家政局……

Economic
經濟環境

Social & culture
社會與文化環境

E

TS

P

Technological
技術環境

Political
政治法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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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環境概述(1/2)

基
本
環
境

 首都：河內

 地理環境：越南位於中半島東部，北緯8°10-23°24，

東經102°09- 109°30。北接中國大陸(1,281 公里)，

西接寮國(2,130 公里)，西南接柬埔寨(1,228 公里)，

邊界線共長4,639公里，海岸線長達3, 444 公里

 國土面積：33萬1, 410平方公里，世界第 58 位。平均

每人擁有 0.6 公頃， 居世界第 159 位；山地占總面積

3/4

 氣候：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北部夏熱冬涼，每年11

月至2月稍有寒意，與高屏相似。年雨量平均為

1,500公釐以上，濕度在80%左右，7月至10 月間時

有颱風及水災。南部終年溫暖，另氣候分乾季與雨

季，平均氣溫約攝氏 27 度以上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09)、農科院IDC(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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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環境概述(2/2)

經
濟
現
況

幣制：越盾(VND)

國內生產毛額：2,013.61億美元(2016年)

人均所得：2,215美元(2016年)

匯率：1美元=22,500越盾(2017年1月)

利率：貼現率(Discount Rate)4.5%，再融資率(Refinancing

Rate)6.5% (2018.3.18 迄今)

消費者物價指數：4.09%(2014年)

產值最高前五種業：食品飲料業、非金屬礦業、紡織成衣業

、原油及天然氣開採業、電利及天然氣生產配送業

出口總金額：1,501億8,600萬美元(2014年)

主要出口產品：紡織品及成衣、原油、電話機其零件、鞋類、

水產品、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機械設備及其零件、木製

品、稻米、橡膠、

咖啡

進口總金額：1,480億4,800萬美元(2014)

主要進口產品：機械及其零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各種
汽油、

布料、鋼鐵、電話機及其零件、塑膠原料、紡織成衣、鞋類及

其附件、化學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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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政治法律環境(1/2)

A
 政治體制：越南共產黨。

 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張晉創。

 政府首腦(政府總理) ：阮晉勇。

 執政黨(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

 權力機關(國會主席)：阮生雄。

 統一戰線(祖國陣線中央主席)：阮善仁。

政體

B
越南現已與185個國家建交，並同20個

國際組織及480多個非政府組織建立合作

關係。越南外交現正加強與不同政治、

社會制度國家廣泛交往，為國家整體發

展及融入全球體系服務。

對外關係

D

越南計劃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越南農業基礎設施不足、人力短缺、原料

供應不穩定及欠缺鼓勵發展農業政策所致，

爰越南農業部建議總理審核鼓勵外商投資下

列農業產業項目: 一、培育與發展植物和飼

養動物種苗; 二、生產高經濟價值之協力農

業原物料; 三、結合原料區從事加工外銷農

林水產品; 四、生產獸醫用藥和保護植物藥

品。外商在越南投資上述產業，可享受土地

及水面租金、企業營所稅和進出口關稅減免

之優惠。

投資主管機關

C
法律體系：大陸法系。

法律環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09)、農科院IDC(2017/06)



8

越南(農業)政治法律環境(2/2)

政治現況

 越南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及社會穩定，民眾未經核准不得在街頭遊行示威及抗議，治安亦頗
為良好，雖有竊盜、搶劫案件，但絕少擄人勒贖等重大刑事案件，但越南與中國陸之領海主權
爭議近年不斷升溫， 2014 年5月13 日發生大規模排華暴動事件中，波及到許多無辜波及到許多
無辜臺商，損失慘重，因此宜多加審慎評估。

法律現況

 2014年越南政府推出一連串行政措施及法律修正案， 以改善經商環境及因應未來區域整合之挑
戰。
 2014年3月公告第19號行政命令，簡化申報繳稅流程、減少行政成本、加強政府行單位之透

明度及責任。
 2014年6月越南 13屆國會第 7 次會議通過破產法修正案，納入國際慣例，清楚定義在申請破

產中各方的權利務、縮短申請破產之時間等。
 2014年11月越南第13屆國會第 8次會議通過企業法、投資及房屋法案。投資法修正重點為允

許項目由正面表列改為負面表列，即除律禁止外，其餘項目均准許投資，惟仍應受限制之條
件規範。企業法則是加快新企業設立程序，確保投資者及股東的合權益，並減少企業撤出越
南市場時成本。房屋法最重要的改進措施為允許外國投資者購買大量房產，並同意外國個人
對出租房產，有助外商家加碼投資越南房地產。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12)、農科院IDC(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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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1/7)

 越南已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至市場
導向之經濟體制

 經濟發展策略
 2011-2020社會經濟發展策略(SEDS)
 2011-2015社會經濟發展計畫

 區域經濟簽屬協定(自1992年起)
東協FTA
東協-中國大陸FTA
東協-日本FTA
東協-韓國FTA
東協-印度FTA
東協-紐澳FTA
東協-智利FTA
越南-日本FTA
 2014年12月完成與南韓、俄羅斯、白俄羅斯、哈
薩克關稅同盟談判

 2015年2月完成越-歐自由貿易(VEFTA)協定談判

 與東協其他各國相比，2014年越南經濟成長

率居中，低於緬甸、寮國、柬埔寨及菲律賓，
但高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

出口成長率 2014年較2013年成長13.7%
2016年出口維持高水平達12.18%

主要出口國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南韓、
香港、德國、澳大利亞、馬來西
亞、荷蘭、英國（2014 年臺灣居
第 17 位）

進口成長率 2014年較2013年成長12.1%

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南韓、日本、臺灣、
泰國 、新加坡 、美國 、馬來
西 亞、德國、香港（2014 年臺灣
居 第4位）

通貨膨脹 0.63%

IMF預測 經濟成長率6.68%(2016)

失業率 城市3.29%，農村1.83%

政府債務
管理能力

低風險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12)、 IMF(2017/12)、農科院IDC(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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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2/7)

 創造160萬個就

業機會。

2015年度具體之經濟成長目標

 GDP成長6.2%

 出口金額成長
10%、出超金
額占出口總金
額5%

 CPI控制在5%以

下。

 投資社會建設金額
占GDP之30-32%

 降低貧窮戶

數1.7-2% 。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09)、農科院整理(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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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3/7)

越南農業產值佔全
國GDP的18.4%左
右。

越南以農業立國，
其主食為稻米，
現為世界第二大
稻米出口國。
.

畜牧業為越農業
第二大產業。越
南是全球第三大
母豬飼養國、全
球第七大豬肉製
造國。

約有1千萬名越南農民從事
畜業，其中50%以上之畜產
品係以個體戶規模進行，未
來TPP的簽訂將對於越南畜
牧業有極大衝擊。

產業關注議題：
 外銷競爭激烈。自從越南

降低稅率，開放肉類市場
(進口肉類關稅5%)和市場
需求增加，對世界各國特
別是歐盟國家在促進出口
創造機會。

 國外反傾銷訴訟。美國貿
易部對越南冷凍蝦課徵反
銷稅7.9% 。VASEP認為會
對產業人工和出口蝦帶來
嚴重影響。

 調升冷凍進口產品轉口押金
。自2014年2月20日越南工
商部頒發第05/2014/TT- BCT
號通函規定辦理轉口冷凍食
品需支付100億越盾為轉口
押金(超出之前1倍) 。

資料來源：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農科院整理(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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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4/7)

稻米和橡膠出口金額衰
退，分別為 30億美元及
18億美元，衰退幅度分
別達1.9%及28.9%。

2014年越南農林水產
出口金額達308億美元，
較前一年增加11.2%，
該產業出口順差金額為
95億美元，較前一年成
長7.2%。

水產出口金額達79.2億美
元，較2017增加18.4%。
其中美國為越南水產最大
出口市場，占出口總額之
21.8%。

木及木製品之出口金額達
62億美元，較前一年增加
11.1%。美國、中國大陸

及日本為越南該項產品最
大出口市場，占該項產品
出口總額之66%。

2017年咖啡出口量達199
萬公噸，出口金額達38.3
億美元，分別成長了
2.4%及2.2%。

資料來源：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5/09)、農科院整理(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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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5/7)

政策措施擬定
1

 2000年至2013年

期間，越南飼料產

量之複合成長率高

達15.4%，同期全

球複合成長率僅為

2.6%，顯見近年來

的市場逐漸成長。

2
飼料需求增加

肉類的消費量，將

從2011年的每人

每年40kg、預期到

2020年提升至每

人每年57kg。

豬肉消費量占78% 

(30kg)，禽肉占

15.7%。

3
肉類消費提升

 越南的農業和農

村發展部制訂了

越南的畜牧生產

佔農業總產值之

比例在2020年達

到42％的目標，

並提出相關政策

措施。

量販店與超市等服

務業發展熱絡帶動

加工食品消費，

預計每年成長

150%。

合作社商店或雜貨

店預計每年提升

30%。

4
冷凍食品消費

因農業生產關乎整體國家發展，越南政府在2015年5月針對畜殖業的部分採取了發展策略，在
北部山蘿省、河內市、中北部藝安省以及林同省發展乳牛畜牧區；在北部紅河平原地區及東
南部發展養豬業；在紅河平原、東北部地區、中部北部以及湄公河地區發展家禽飼養業；在
紅河平原、中北部、中南部、東南部沿海地區以及湄公河下游地區發展水產養殖業。

資料來源：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5/09)、農科院整理(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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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6/7)

越南政府對農林水產業之鼓勵項目：
生產保護植物藥品及藥品原料、除蟲劑；動物、水產防治藥品;獸醫藥

品。
投資生產及擴廠製造社會疾病用藥品及其原料；疫苗、醫療生物製品；

藥材製成之藥品；中醫藥品；應用先進科技、生物科技生產供人體治療
用之符合國際GMP標準規定的藥品；生產抗生素原料。

投資興建生物學試驗室、藥品效力評估；符合優質生產實行標準規定之
從事養殖、採收、加工藥材、生產、保管、檢驗及臨床試驗的藥品廠。

發展藥材供應來源及使用藥材製造藥品；中醫配藥處方特效之科學研究
及證明依據計畫案、擬定中醫配藥處方之檢驗標準。

從事農林業用工具機、機器設備、零組件及引擎；食品加工設備、灌溉
設備之投資生產。

家畜、家禽及水產飼料之生產及精製。

資料來源：越南農業暨農村發展部、農科院整理(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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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經濟環境(7/7)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5/09)、經貿透視(2015/11) 、農科院整理(2016/06)

 提供越南出口高度成長之條件，
原因係TPP包括龐大之進口市場，
進口關稅基本上降到零，獲利最
大之產業為紡織及成衣業、鞋類
、水產品、木製品及農產品。

 參與TPP將有助於越南平衡與其
他市場之貿易關係，自TPP各會
員國外進口者，移轉為自TPP內
進口。

 來自TPP各會員國及TPP外之投
資將增加，俾充分利用TPP所帶

來之低關稅待遇，特別是對美
國、日本、加拿大等大型市場
出口。

 最大之挑戰為競爭壓力擴大，此
源於進口關稅降至零、投資暨服
務市場開放、政府採購公開、國
營企業保護減少等。

 預測今後經營困難之產業有汽車、
豬肉、牛肉、糖類等，尤其是加
工食品、酒類及消費品產業。

 政府稅收減少，加入TPP前，稅收
不足之原因主要是國內生產經營
效率不高及經濟成長衰退，而參
與TPP後，關稅減讓將不利政府財
政。

機
會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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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社會與文化環境(1/3)

 京族(越族，86.2%)、

岱依族(1.9%)、泰 族

(1.7%)、芒族 (1.5%)

、高棉族 (1.4%)、華

族

(1.1%)、儂族

(1.1%)、苗族(1%)

等54個民族，其餘

民族占4.1% 。

 語言：越語。

 其它：略通英語、

華語、俄語及法

語。

 粵語可在南部華

族間溝通。

 越南主要有6大宗

教，由於受到中

國文化與儒家思

想影響，在越南

祭祖的習俗也頗

普遍，少部分人

信奉越南道教。

 首都：河內。

 主要工商城市：

胡志明市、海防

市、峴港市、芹

苴市。
宗教 重要城市

種族 語言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09)、農科院整理(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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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社會與文化環境(2/3)
投資環境

越南為開發中國家，各項基礎建設，如機

場、碼頭、鐵路、公路等仍嫌不足，有待

進一步加強及拓銷，不利物流之發展。越

南亦將基礎建設當做經濟發展工作之一，

政府鼓勵民間業者以BCCCPPP等方式投

入公共工程。

基礎建設有待加強 行政效率不彰、官僚文化盛行

產業發展以民生用品、一般消費品、輕工

業等附加價格稍低之加工、製造為主。物

流及產業供應鏈之發展及搭配，尚嫌不足。

廠商在考量投資布局之規劃時，在生產效

益、原物料之採購、配送及運輸交通方面

的條件，應列入評估因素。

產業聚落效益不足

越南屬一黨專政之共產黨國家，政府之

決策仍是以黨領政，國內並無兩黨制衡

之運作模式，對政府之施政少聞有反對

之聲浪，政府亦嚴格控制宣傳媒體，政

治上相對和諧，並無動盪與對立之情形

發生。

政治、社會發展氛圍

勞工問題

經營條件惡化

越南公務員薪資微薄、冗員充斥，一般而

言，態度較為消極，導致工作效率不佳，

且遇事推諉，紀律不甚嚴謹。所謂紅包文

化及潛規則盛行，坊間亦視為常態，有意

前來投資之廠商，應將此一現象列為實際

之重要評估因素之一。

越南政府偏向保護勞工，近年來亦年年

向上調整最低基本工資，仍未能滿足勞

工之需求。勞工為爭薪資、福利、退休

金等待遇而進行抗議、罷工等事件有所

聞，廠商亦宜在進行成本考量時,將勞

動成本、人事費等列為重要因素。

越南對外匯採嚴格管制方式，為因應全

球化之競爭及扶持出口產業發展，近年

來之匯率則呈貶值走勢，雖有利開發出

口市場,則不利向國外採購機器設備及

進口原物料，並造成通貨膨脹情形嚴重，

對投資人帶來經營上的困境及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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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社會與文化環境(3/3)
未來交通建設： 泛亞鐵路網臺灣在地金融服務機構

泛亞鐵路網：未來貫通歐亞大陸貨運鐵路網。

計畫概念：「東南亞-->中國-->歐洲」

重大影響： 1.東南亞地區未來觀

光旅遊一日生活圈。 2.貨物(含

農產品)運輸模式改變。更有利

於越南農產運輸的發展。

世越銀行、台北富邦銀
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永豐金
控-美國遠東國民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華南商
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

中國信託銀行、聯邦銀
行、永豐商業銀行、國
泰世華銀行、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
行、玉山銀行

銀行、上海商業業儲蓄
銀行

中國產物保險公司、明 南山人壽公司、新光人

台產物保險公司、富邦 壽公司、台灣人壽公司
產險、國泰產險 河內辦事處，國泰人壽、

富邦人壽分公司

分行或子行：9家 銀行代表辦事處：7家

產物保險：4家 人壽保險：6家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7/09)、農科院整理(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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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技術環境(1/3)

定位與作用：

農業部和農村發展部

(MARD)是在農業，林業，

鹽業生產，漁業，水利/水

務和農村發展領域的全國

性，包括有關交付公共服

務的國家管理職能履行國

家管理職能的政府機構按

照法律文件。

政府單位-農業暨
農村發展部

國家管理機構部級非生產單位

資料來源： http://www.mard.gov.vn/ 、農科院IDC(2017/06)

http://www.mard.gov.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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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技術環境(2/3)

2016/012014/01 2014/05 2014/09 2015/04 2015/07 2015/11

Regulations on

Tra fish

amended

Planning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Mekong 

Delta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steps up

checks on

imported produce

Highlands

seeks drought

solutions

Farm sector

catalyst for

change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committee formed

Paddy area is

predicted to cut by 

around 130,000 

hectares

糧食短缺議題 產業結構調整 檢疫監管流程

資料來源： http://www.mard.gov.vn/ 、農科院IDC(2016/06)

http://www.mard.gov.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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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農業)技術環境(3/3)

安全
養殖

生物
技術

水稻
創新

氣候
變遷

越南政府2011年提出
氣候變遷的議題，
2011-2014年提出6項
研究，包括農民技術
提升/水稻產量與質/
土地利用/耐鹽品系/
耕作制度..等。

水稻研究所建立132 
個水稻品種，其中63 
種為流行食用品種。
但由於投入資金有限
未來對耐鹽品種開發
與高階研究人才培育
將遇到困難。

2012年透過商業化生
物技術/轉基因作物進
行大豆和抗和玉米種
植，目前已經擁有種
植轉基因玉米100萬
公頃實力。

2016年4月鼓勵10萬
畜禽養殖戶建立一個
安全養殖和提高畜產
品競爭力。今年將會
針對藥物與添加物進
行全面檢討，並大力
推動安全養殖。



22

越南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概要

 越南農業產值佔全國GDP的18.4%左右。
 水產出口金額達79.2億美元，美國為最大市

場占21.8%。
 木及木製品之出口金額達62億美元，美國、

中國大陸及日本為越南該項產品最大出口市
場，占該項產品出口總額之66%。

 稻米和橡膠出口金額衰退，分別為30億美元
及18億美元，衰退幅度分別達1.9%及28.9%。

技術環境

政治法律環境 經濟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

 農業主管機關：農業暨農村發展部(MARD)。
 近3年越南政府努力推動有關於糧食安全議

題、產業結構調整、近出口與相關產品登記
等相關制度面與食品安全..等。

 越南的農業和農村發展部制訂了越南的畜牧
生產佔農業總產值之比例在2020年達到42％
的目標，並提出相關政策措施。

 種族：京族(越族，86.2%)最大、其次維岱依
族、泰族、芒族、高棉族、華族、儂族、苗
族等54個民族。

 語言：越語。略通英語、華語、俄語及法語。
粵語可在南部華族間溝通。

 基礎建設有待加強、產業聚落效益不足、行
政效率不彰、官僚文化盛行、勞工問題嚴重。

 政體：越南共產黨。
 越南現已與185個國家建交，並同20個國際

組織及480多個非政府組織建立合作關係。
 法律體系：大陸法系。
 投資主官機關：越南計劃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外商在越南投資4項農林水產業，可享受土

地及水面租金、企業營所稅和進出口關稅減
免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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