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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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農業科技研究院產發中心
產業分析組



新加坡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本文係針對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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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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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技術環境

Political
政治法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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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環境概述(1/2)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南端，麻六甲海峽東口的城市島國。赤道氣候，常年
高溫潮濕，年平均氣溫24 ~ 27 ℃，雨量充沛。

從12月至翌年3月為潮濕的東北
季風季；從6月至9月為乾燥的西南
季風季。還有兩個季風交替季，分
別為4月至5月和10月至11月，常有
雷陣雨。

整體地勢低平，多數地方海拔不
到15米，本島中部有花崗岩和其它
火成岩構成的圓形的山嶽、平緩的
山脊和山谷，最大的河流是即時達
河，約15公里長。

由本島和63個小島組成，國土面積718.3平方公里，
200海浬經濟區面積340平方公里，海岸線長19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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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環境概述(2/2)

新加坡國籍法是血統主義和經修改的屬地主義。

農科院整理(2017/06)

新加坡人口總數：547萬(2017年6月) 新加坡男
女比例：約為3:1 新加坡人口密度：7615人/平
方公里(世界第3名) 新加坡人口自然增長率：
1.3%(2013)

公民總數334萬，

永久居留權的外籍居民為52.8萬，

務工、留學等外籍人士為160萬。

新加坡公民主要4大族群：

華人(漢族)74.2% 
馬來族13.3% 印
度裔9.1% 歐亞裔
/混血3.4%

資料來源： 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2015) 、新加坡人口概況(2017)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4%BA%BA%E5%8F%A3、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4%BA%BA%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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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政治法律環境(1/6)

 新加坡為三權分立的內閣制，總統由直接民選產生，為國家元首，任期六年，
可以連任一次，國會議員也是選舉產生，任期五年。

總理從國會多數黨中產生，李顯龍為現任總理，其領導的內閣擁有行政權，由
獨立的公共服務委員會，管理公務員的聘用以及處分。人民行動黨一直是唯一
的執政黨，新加坡工人黨是國會中的最大反對黨。

新加坡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只占0.3%，但為了提高國內糧食自給
自足的戰略目的，在1986年9月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強調
必須利用新興農業科學技術，興建農業科技園發展高科技農場。

為了貫徹發展農業科技園計畫新加坡政府採取以下措施：

(2)實施鼓勵和扶持高科技農業的政策。 (4)積極引進外國資本與技術。

資料來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2/08)- 新加坡國會選舉制度、農科院整理(2017/12)

(1)發展技術密集型農業，
淘汰傳統的農業經營行業。

(3)增加高科技農業的投資，
建立農科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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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政治法律環境(2/6)

農糧食品和獸醫局
務：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2015/08)赴新加坡農糧食品和獸醫局其轄下獸醫公共衛生中心
國家實驗室及國家科學局考察報告、農科院整理(2016/06)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AVA ）負責業

 動物健康服務（Animal Health Services）
 畜牧（Animal Husbandry）
 食品檢驗服務（Food Inspection Services）
 食品供給分支機構（Food Supply Branch）
 總部（Head Quarters）

 海產研究局（Marine Fisheries Research Department）
 植物健康服務（Plant Health Services）
 檢疫服務（Quarantine Services）
 法規服務（Regulatory Services）
 技術發展與服務（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獸醫公共衛生服務（Veterinary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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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政治法律環境(3/6)
相關法律（Legislation）

 動物和禽類法（Animals and Birds Act）
 野生動物和鳥類法（Wild Animals and Birds Act）
 瀕臨絕種物種（進口和出口）法（Endangered Species(Import and Export) Act ）
 衛生肉類和水產品法（Wholesome Meat and Fish Act）
 漁業法（Fisheries Act）
 飼料原料法（Feeding Stuffs Act）
 植物保護法（Control of Plants Act）

觀賞魚出口注意事項

※權責單位為AVA故在出口前需要申請
健康出口證明。

※每份證明有效時限是10天。

※如有新的要求必須在兩周前提出。

※如發現有任何不適合出口的狀況AVA有
阻止貨物出口並且要求重新申請的權利。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2015/08)赴新加坡農糧食品和獸醫局其轄下獸醫公共衛生中心 國家實驗
室及國家科學局考察報告] 、 Ornamental Fish – AVA(2012)、農科院整理(2017/12)

觀賞魚進出口
服務費用

收費標準

經營者牌照 每年 S$350 (台幣8351)

進出口或轉出
口許可證

每一件許可證 S$3.5 (台幣84)

出口健康證明
與複本快遞費用

每一件證明 S$16.8 (台幣403)
快遞費用 S$33.6 (台幣806)

修改證明費用
複本處理費用

每一件證明 S$9.5 (台幣228)
每一件複本 S$9.5 (台幣228)

龍魚或是CITES登錄
物種屬技術服務費

a.上班時間每小時 S$38(台幣906) b.下班
時間和急件每小時 S$80(台幣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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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政治法律環境(4/6)
新加坡海關規定：

 《瀕臨滅絕的動植物國際貿易協定》(The Convention on Inte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ed Fauna and Flora，簡稱ITES)中所
涉及的野生動植物產品須經初級產品局(The Primary Production 
Department,簡稱PPD)批准後方可進口。

 對食用和非食用動物油的進口，必須有出口國的原始檢疫證書和原產地政府
有關當局出具的動物生產、肉類儲存程式等方面的證明。新加坡海關有權對
此類進口產品進行檢驗，並對不合格產品進行處理，而不對產品進口商或所
有人予以補償。

 對於存放在海關保稅倉庫中的貨物可以免費存放48小時，然後將按月繳納 費
用。貨物可以在保稅倉庫保留12個月。根據申請，每次可延長期限1個月。
如超過期限，經催帳仍不支付費用時，海關管理局可以對貨物進行拍賣。拍
賣所得將用於支付關稅，繳納倉儲費，支付與保管貨物有關的一切費用。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衛生局(2015/08)赴新加坡農糧食品和獸醫局其轄下獸醫公共衛生中心
國家實驗室及國家科學局考察報告、農科院整理(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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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政治法律環境(5/6)

資料來源： 工研院節水團(2013)--非傳統水資源開發實例-新加坡新生水系統介紹 經濟部水利
司(2015)--新加坡之水資源管理及節約用水措施 打造一個節水的城市、 農科院整理
(2017/12)

新加坡水管理單位：新加坡公共事業局（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

目前新加坡人均用水量為150 公升，政
府目標是在2030 年減至140 公升。

居民用水佔46.7%，政府和其他部門用
水佔18.7%，船隻用水佔0.6%，工商業
用水佔34%其中包含了全國1500畝農田
的用水量。

 對於新加坡政府來說，淡水資源具有國
家戰略使用的考量，所以在水產養殖業
方面，即便也有淡水養殖業，可發展重
點還是放在海水養殖上。

針對水資源匱乏的問題，在2002
年提出了國家水喉計劃，針對集
水區的雨水、回收的再生水、對
外購入的水源和海水淡化工事皆
有既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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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政治法律環境(6/6)
在農地的使用上：

 採分段釋出農業區內土地，提供業者承租，每次釋放十至二十塊土地， 每
塊土地以二公頃為原則，租期為 20 年，租金每平方公尺 1 - 2 元新幣。

 為了防止非從事農業者來競標區內土地，造成農地非農用，因此要求投標者需
先提出計畫書，以免浪費土地資源，用作辦公處或訪客中心的土地不能超過一
成，且在農場設立後，會訂下最低生產量，未達標者有兩年時間爭取提高產量，
農糧局則會從旁協助。

 此外得標者還要提出農場藍圖，藍圖中要明列農場的一切設施，包括污水排放、
安全、房舍、衛生等均要符合主管機關農獸局的規定。

資料來源： 新加坡農獸局 AVA http://www.ava.gov.sg/homepage 、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www.ava.gov.sg/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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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經濟環境(1/6)

因自然資源貧乏，農產品不
能自給，新加坡人餐桌上超過九
成的食物仍由國外進口，食物來
源超過一百個國家。

其中以食用魚類的來源為例，
就超過60個國家，致使形成高科
技、高產值的都市農業與自由的
貿易體系國家。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獸局簡介(2001)、農科院整理(2017/12)

 新加坡在期盼保障食物供應充足及食品來源多樣化的策略下，AVA於2009年
推出糧食基金，至今已撥款3,000萬星元協助85個農場業者研發耕種和養殖技
術，以新科技提高農場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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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經濟環境(2/6)

資料來源：經濟指標 http://zh.tradingeconomics.com/、農科院整理(2016/06)

爾後， AVA於2014年8月宣布設立總值6,300萬星元農業生產力基金，協助農
場提高產量。根據AVA資料顯示，2013年新加坡農業用地面積達675公頃，與2004
年的806公頃相比，減少了16％，惟三大主要農產品10年來產量卻增加。

蔬菜：2004年產量約為1萬7200噸 → 2014年2萬1800噸，增幅27％
葉菜類蔬菜產量約占境內總消費12％

雞蛋：2004年產量約為3億7800萬個→ 2014年4億3800萬個，增產16％
雞蛋產量約占境內總消費26％

魚獲：2004年產量約為5010噸→ 2014年5860噸，增幅17％
魚類產量（包括新鮮和冷凍）約占境內總消費8％

http://zh.tradingecon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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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經濟環境(3/6)

資料來源：經濟指標 http://zh.tradingeconomics.com/、農科院整理(2016/06)

爾後， AVA於2014年8月宣布設立總值6,300萬星元農業生產力基金，協助農
場提高產量。根據AVA資料顯示，2013年新加坡農業用地面積達675公頃，與2004
年的806公頃相比，減少了16％，惟三大主要農產品10年來產量卻增加。

蔬菜：2004年產量約為1萬7200噸 → 2014年2萬1800噸，增幅27％
葉菜類蔬菜產量約占境內總消費12％

雞蛋：2004年產量約為3億7800萬個→ 2014年4億3800萬個，增產16％
雞蛋產量約占境內總消費26％

魚獲：2004年產量約為5010噸→ 2014年5860噸，增幅17％
魚類產量（包括新鮮和冷凍）約占境內總消費8％

http://zh.tradingecon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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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經濟環境(4/6)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118&v=5vLIXmqQVf4、
農科院整理(2016/06)

當地農糧獸醫局科技與工業發展署署長 – 周弘醫生表示，綠葉蔬菜作為國人的六
大主食之一，當地45家綠葉蔬菜農場的年產量約14萬公噸，占全國需求的7%，農糧
局目標要把這比率增加至10%。

新加坡天鮮
（Sky Greens）農場
採用垂直技術種植生產
蔬菜

http://www.youtube.com/watch?t=118&amp;v=5vLIXmqQV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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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經濟環境(5/6)

自動化高科技環境控制雞舍，由電腦操縱控制，既節省人力，又提高了 對土地的
利用和產量，還能解決農場釋放異味、雞糞污染環境的問題，可不 影響周圍居民的生
活環境。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6iuqLMEMg、
農科院整理(2016/06)

成春雞蛋農場 引進義大利
自動化高科技環 境控制雞
舍，雞蛋供應量占本地雞
蛋市場的1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k6iuqLME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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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經濟環境(6/6)

新加坡沿海捕撈漁場

新加坡沿海養殖業仍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去年僅一半沿海養魚
場達到最低產量要求，
因此AVA將以兩年時
間協助各業者達到最
低產量目標17噸。

新加坡沿海養殖漁場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D31ksvC_k、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xD31ksvC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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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社會與文化環境(1/2)

農業在新加坡經濟中占
生產總值比重只占0.3% ，且
因著新加坡農業的特殊性，使
得年輕一輩的對從事農業也是
興趣缺缺。

新加坡人每年食用約5萬
2,000噸魚類食物，其中約6%
， 即3200噸由本地養殖生產。

本地養殖的食用魚多來
自位於東北部和西北部的沿海
漁場，養殖的魚類有鱸魚、石
斑魚、鯛魚等海水魚和貝類海
鮮，也有羅非魚、鯰魚、鯉魚
等淡水魚。

獨特的地理條件與良好的氣候特徵，成
就了旺盛的動植物系統和優越的旅遊資源，
每年來訪本地的外國遊客約1,500萬人次，

資料來源：新加坡水產養殖業發展研究(2014) 、農科院整理(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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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社會與文化環境(2/2)
 新加坡推行精英教育，宣導精英治國；通過移民政策，積極引進外國人才和留學

生，加快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為了留住人才，新加坡每年批准約3萬名外國人為永
久居民，並允許部分外籍專業人才為新加坡公民。目前有8萬名外籍高、精、尖人
才受雇於新加坡跨國公司，3萬多名資訊與通信專業技術人員中30%來自國外。

 然由於新加坡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和選民對當地外國人不滿，近年來李顯龍總理開
始要求企業減少人力，增加產出。從對外國勞動力增稅到在某些產業嚴厲限制非
新加坡人等等，這些政策的影響在2014年可能變得更加明顯。

 這些製造業生產力，在過去曾促進出口和經濟的復甦，新加坡減少對廉價海外勞
動力依賴和提高生產率的舉措，束縛了製造商的生產力， 相對的使得從農人口比
例也受影響。

人口和勞動力的變化

國內總勞動人口從

農人口在勞動力所占百分比

資料來源：新加坡人口問題與發展理念(2016/03) http://www.renkou.org.cn/countries/xinjiapo/2016/4940.html、
FAO http://faostat.fao.org/site/666/default.aspx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www.renkou.org.cn/countries/xinjiapo/2016/4940.html
http://faostat.fao.org/site/666/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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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1/9)
都市農業最早出現在1930年的

日本《大阪府農會報》上，作
為學術名詞則最早出現在日本
學者青鹿四郎1935年發表的
《農業經濟地理》一書中。

 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
家開始研究都市農業，直到
1977年美國農業經濟學家艾倫· 
尼斯撰寫的《日本農業模式》
一書明確提出「城市農業」一
詞 。

都市農業包含畜牧業、養殖業、
農林業、城市養蜂業及園藝業。

都市農業是工業化、高科技化引發的必然結果，隨著環境意識和對綠色田園生活
嚮往，漸漸提升了對生活品質的追求，成為了都市農業產生的動力。

資料來源：都市農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8%82%E8%BE%B2%E6%A5%AD、
農科院整理(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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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2/9)

在現代化集約的農業科技園的基
礎上，新加坡大力興建科學技術公園，
再利用科學技術公園的研究成果，大
力發展高科技農業。

新加坡科學技術公園興辦十幾年，
已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活動及推廣普
及的中心，是世界十大科技公園之一，
公園內興建大型集約農場，採用最新
的適用技術，已取得比常規農業更高
的產量和收益。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業概況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在現代化集約的農業科技園的基
礎上，新加坡大力興建科學技術公園，
再利用科學技術公園的研究成果，大
力發展高科技農業。

新加坡科學技術公園興辦十幾年，
已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活動及推廣普
及的中心，是世界十大科技公園之一，
公園內興建大型集約農場，採用最新
的適用技術，已取得比常規農業更高
的產量和收益。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業概況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農科院整理(2016/06)

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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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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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3/9)
 發展水耕農業新技術。 新加坡近年來積極引進臺灣的水耕法農業新技術。蔬

菜水根栽培有兩大好處： 一是不用農藥，沒有污染；二是經濟效益高。

由新加坡天鮮（Sky Greens）農場
改良的垂直技術種植蔬菜優點：

１.全有機栽植。

２.灌溉用水是雨水回收利用， 生產

一公斤所需水量只有12公升。

３.藉由轉輪將蔬菜由上到下的過程，產生更高的糖份。

４.一個月的耗電量約莫是新加坡幣三塊。

５.每座塔高九米，只有2坪大，一年可以收成14次。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業戰略、現代化都市的糧食危機(2011/02) http://shandian.biz/257.html、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shandian.biz/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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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4/9)
 發展無菌雞蛋產業。 新加坡政府計畫，在10年內使雞蛋自給率從目前的

30%提高到80%，並提 高該行業的科技含量，比如說無菌蛋或是較健康選
擇標誌。

「較健康選擇標誌」的資格
要求雞蛋中膽固醇含量要比國際
正常標準少25%，脂肪含量不得
超過10%；而周氏甚至做到了在
保證其他營養的同時，雞蛋中膽
固醇含量要比國際正常標準少
30%的指標，令人放心食用。

農科院整理(2016/06)
160

 周氏通過政府的考核，獲得AVA的批准，也是新加坡第一家拿到
保健促進局（Health Promotion Board, 簡稱HPB）「較健康選
擇標誌」（Healthier Choose）的雞蛋企業(2013)。

資料來源：健怡雞蛋安心食用(2013/02)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30220/00484_009.html、

http://the-sun.on.cc/cnt/lifestyle/20130220/00484_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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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5/9)
 發展高科技水產場。 新加坡於1968年成立使用淺水養殖法的樟宜魚養殖研究處

，每年生產鮮魚3000 噸；接著在2006年耗資3000萬新元，在聖約翰島的西南部
新建一個水產養殖中 心(Marine Aquaculture & Research Centre ， MARC) ，
主要研究大規模孵化 魚卵和養殖魚苗的技術。

 內設有孵化室、室內養魚池、營養與餵養料配製研究室、魚兒健康研究室、
海水環境測驗室及一些輔助設施等。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業概況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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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6/9)

新加坡蘭花公園，
胡姬花園 (The National Ochid Garden)
擁有700多種蘭花

培植過200多種胡姬花的任添榮博士，在無菌室觀察生長狀況。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業概況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農科院整理(2016/06)

 細胞移植法培育花卉。 新加坡將生物技術應用於花卉生產，如成懷寶花場將
細胞移植法應用於胡姬花 的生產，新加坡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剪枝胡姬出口國
。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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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7/9)

 各科技公園的組建和管理包含了動物學家、微生物專家遺傳專家、昆蟲專家、
農業專家和蠶桑學家在內的科技專業人員，陸續建立起食品技術中心、技術
示範中心、分子生物細胞研究所等，一大批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和高新技術開
發的專業研發機構，有力地促進了科技生產力的發展。

肯特崗科技園位於肯特崗公園裡，現已成為新加坡基礎科學和高新技術發展的重
要中心。

資料來源：新加坡農業概況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globserver.cn/%E6%96%B0%E5%8A%A0%E5%9D%A1/%E5%86%9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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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8/9)

思邦建築事務所（SPARK）提出了一個概念
性的建築： 『樂齡農莊』 ，將老年人的居住生活
和垂直都市農業相結合(2014)。

到2030年，新加坡預 計
將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年齡 在
65歲及以上，因此『樂齡農
莊』這設計，將能讓老年 居
民生活在一個花園環境中，
提供高密度而靈活的住宅設
計，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除了能夠提高個人收入，
園藝活動將有助於住戶形成 一
種社區的歸屬感，同時促 進當
地居民的健康。

資料來源：思邦建築事務所（SPARK）
http://sparkarchitects.com/2015/11/04/sparks-home-farm/、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sparkarchitects.com/2015/11/04/sparks-home-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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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9/9)
公寓樓的外形由一系列曲線的露臺堆疊而成，對公眾開放的種植設施設置在

較低的樓層中，公寓則設在上方。

『樂齡農莊』的生態可持續
性和能源效益將通過一系列特徵
得到加強，比如將雨水收集至複
合種植系統中再利用，以及使用
植物廢料生產能源等等。

『樂齡農莊』還提供退休後
再就業的可能性，有能力從事兼
職工作的居民將在專業策劃團隊
的指導下進行勞作。

資料來源：思邦建築事務所（SPARK）
http://sparkarchitects.com/2015/11/04/sparks-home-farm/、
農科院整理(2016/06)

http://sparkarchitects.com/2015/11/04/sparks-home-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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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新加坡(農業)技術環境

資料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網--新加坡農糧局設產量目標應分類(2014/10) 
http://m.65singapore.com/view-33619.html、 農科院整理
(2016/06)

目前設立的六個農業科技園區，共有50個蔬菜農場、3個雞蛋農場、 9個陸地
及117個沿海養漁場(2014) ，主要從事生產畜產、蛋、牛奶、食用魚或觀賞魚、蔬
菜、水果、蘭花、觀賞植物、水生或水邊植物，以及從事飼養禽類、犬類。 內需
市場仍有很大的投資空間，AVA針對三大主要農產訂出最低產量目標(2014/8) ：

葉菜類每年最低產量為每公頃130公噸，
雞蛋每年最低產量為每公頃面積900萬個，
沿海養魚場每年最低產量17噸。
(2014年僅一半的沿海魚場達到目標，未來希望淡水魚場也能訂出最低產量目標。)

此外，部份業者希望AVA能朝著區分有機農場和普通農場產量的生產目標邁進。

進出口市場方面，由於新加坡是以貿易導向為原則，期盼台灣與新加坡於

2013年11月簽署的「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greement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ASTEP）， 細節部分能盡速完成，以「零關稅」為
目標，達100%自由化。

http://m.65singapore.com/view-336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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