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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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萊

農業科技研究院產發中心
產業分析組



汶萊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本文係針對汶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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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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環境概述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2016；汶萊調查局-2014勞動力調查

基
本
環
境

汶萊，首都斯里巴卡旺市（Bandar Seri Begawan）
國土面積：5,765平方公里(世界第172名)

人口總數：42.32萬人(2015年)，成長率1.4%

位於印尼婆羅洲的西北海岸面對中國南海。在近
陸地的邊緣，汶萊被馬來西亞分成兩個獨立的區
域並包圍起來。部，海岸線測量沿中國南海161

公里。汶萊國土面積的約70％是由原始雨林覆蓋。
屬於赤道熱帶型氣候(24度至32度之間)

人
口
結
構

全國勞動力人口約為20.36萬人，男生比例為
57%，女生比例為43%。而就職人口約為
18.9萬人，失業人口1.4萬多人。
以2015年資料顯示，目前年齡結構集中在青
壯年(25-3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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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政治法律環境(1/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2016；汶萊投資部2016 http://www.bedb.com.bn/

政體
政治體制：馬來回教王國，蘇丹世襲為

國家元首，屬君主專制體制。
世襲皇室：第29任蘇丹-哈山納波嘉(兼

總 理、國防部長、財政部長)

行政機關：分為總理辦公室、財政部、
國 防部、外交與貿易部、內政部、交通
部、 開發部、初級資源和旅遊部、文化
/青年 和體育部、衛生部、宗教事務部、
教育部

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的多邊貿易
規則，以確保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穩定
的框架。在區域經濟論壇的參與是基於
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概念。自由貿易協定
（FTA）與主要貿易夥伴可以幫助促進

貿易自由化和加強貿易聯繫

外交貿易

投資環境
汶萊政府於1975年頒布投資促進法，2001年更新投

資 促進法令，延長鼓勵投資產業的稅收優惠期。
鼓勵投資法令：目標是改善投資環境，簡化手續，

減 少審批時間，對於出口型、高科技等企業，進口
所需的原材料免關稅主要投資法令
汶萊的主要投資管理機關為：汶萊經濟發展局
(the brunei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BEDB)

稅賦規定

汶萊沒有個人所得稅，也沒有出口稅、銷售稅、
工 資稅和生產稅等。在投資者創業和發展階段，
汶萊提供了比其他國家較優渥的條件。

主要的稅種有：公司所得稅、印花稅、石油稅、
帶扣所得稅、進口稅
其中企業所得稅率從30％（2007年起）降低到18.5

％（2015年）

http://www.bedb.com.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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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政治法律環境(2/4)

資料來源：汶萊投資部2016 http://www.bedb.com.bn/

汶萊認為自由貿易協定是作為其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手段。其具有相對自由和開放的貿易體制，自由貿易協定

是汶萊確保其國人，貨物，服務和投資能持續進入全球市場的重要一步。

主要的貿易協定：東盟貨物

貿易協定(ATIGA)

東盟-澳大利亞-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AANZFTA)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ACFTA) 東盟-

印度自由貿易協定(AIFTA) 東盟-日本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AJCEP) 東盟-韓國自由

貿易協定(AFKTA) 汶萊-日本經濟合作

夥伴協定(BJEPA)

http://www.bedb.com.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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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政治法律環境(3/4)

資料來源：文萊經濟發展局2016，農科院整理

資料來源：汶萊投資部 http://www.bedb.com.bn/

汶萊經濟發展局：(the brunei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BEDB)

BEDB的目標是發展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多樣化文萊達魯薩蘭國的經濟，重點放在戰
略舉措，將通過出口導向型行業的增長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以及增加分拆上市的機會地方企
業，從而幫助當地人提供更多的就業。

BEDB將協助提供有關當地投資環境的資訊，發展條件與法規，業務和項目推廣的相關資訊
。

以四大領域為優先發展規劃：生命科學、農業、資通訊、服務業

領域 生命科學 農業 資通訊產業 服務業

主要
項目

• 醫藥品
• 保健品
• 化妝品
• 生物技術
• 醫療技術

• 農業
• 水產養殖
• 清真業務
• 食品加工
• 產銷設施

• 資訊技術（IT）
• 數位媒體
• 物聯網（IOT）
• 數據中心
• 創新技術/能源

• 物流
• 船舶
• 航空
• 金融
• 旅遊

特色 主力以出口為導向的
製造業和研發中心，
並發展清真製藥準則

以初級生產、二級加
工為主，並開發清真
食品認證

以建立3條海底電纜，
強化內外網絡連結

服務業是能夠促
進文萊經濟的多
元化確定的優先
聚落

http://www.bedb.com.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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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政治法律環境(4/4)
企業所得稅從30%降低為18.5%

2001年發布的投資激勵法令(Investment Incentive Order)，鼓勵外資投入，並延長免稅期限，
若具備先導型條件的企業(如下所示)，另享優惠方案(免交所得稅、生產設備原料等進口稅、
可結轉虧損與津貼。依據產業與特性不同，可分為下列幾種先導型方案：先導型產業、先導
型服務企業、出口型生產企業、國際貿易企業、服務出口企業。可接受國外貸款優惠。

以農業相關企業為例

*特殊條件：固定資產開支超過5000萬汶幣、500-5000萬之間且當地公民或持拘留權人士占股40%以上

資料來源：汶萊經濟發展局2016、農科院整理

先導型產業 先導型服務
企業

出口型生產
企業

國際貿易
企業

服務出口
企業

要
求

符合公眾利益、產業
未飽和、具發展前景
(如農產品、食品加工
藥物、化妝品)

符合公眾利亦且
經營下列活動類
、型(其中包含農
業技術、研發試
驗)

從事農林漁企業，
產品出口部低於銷
售總額20%，且年
出口額不低於2萬
汶幣者

從事合格制品或本
地產品出口，銷售
額超過300萬汶幣
或轉口貿易達500 

萬汶幣

凡出口各種服務(農
業包含顧問諮詢、
機械設備、資通訊
裝置、農業部認可
服務等)

免
稅
期

• 50-250萬-5年
• 250萬以上-8年
• 高科技園區-11

• 延長：一般-最多
11年；工業區-不
超過20年

• 8年可延長，
最多不超過
11年

• 非先導型-8年
• 先導型-6年
• 累計不超過11

年，若滿足特
定條件可獲15

年*

• 8年免稅期 • 11年免稅期 (僅
免所得稅與抵扣補
貼虧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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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1/9)

汶萊2013年的GDP成長率為-1.8%
2014年的GDP成長率為-2.3%

資料來源：國貿局2015、東協統計年報2014、農科院整理

BCLMV的GDP成長率~2000-2013年
幣制 BND（汶萊幣）B $

國內生產總額 172.6億美元(2014年)

平均國民所得 36,710美元(2014年)

匯率 1美元＝1.35（2016.6.30）

物價指數 -0.2 (2014年)

主要產業 礦產業、農牧業、建築業、觀光業
及紡織業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及運輸設備、工業製成品、食

物及牲畜及其他。

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天然氣、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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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2/9)

資料來源：2014年東協統計年報、農科院整理

百萬美元2013農業產值占GDP比例

2013農業出口占比：0.05%

2013農業進口占比：15.17%

產值（$萬美元）

年 家畜 作物 農產品加工 生產

2009 130.10 44.96 53.20 228.26

2010 131.99 42.67 53.76 228.43

2011 139.89 43.86 57.21 24096

2012 159.43 59.27 62.83 281.53

2013 156.97 48.46 86.24 2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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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3/9)

由於20世紀的石油與服務業的興起，導致汶萊的農業規模逐漸縮小，僅有少部分的水
稻和水果產業，2014年的農業GDP僅占全國的0.8%，相關畜產品靠進口維持內需，
而汶萊發展家禽為主產業，約有96%自給率。在面對石油產量銳減的衝擊下，經濟多
元化策略帶動了農業活化，部分產業已逐漸滿足國內需求，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汶
萊政府2009年規劃了農業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如下表：

單位：萬美金

資料來源：汶萊農業部2016、農科院整理

2008 2013 2023

農業加工品產值
3,311.11

1,407.41 3,629.63

畜牧加工品產值
1,407.41

23,777.78 134,888.89

農作物產值 3,059.26 8,518.52 19,777.78

畜產產值 9,748.15 11,629.63 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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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4/9)

資料來源：柬埔寨農業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6/03)

資料來源：汶萊農業部2016、農科院整理

2013年統計 蔬菜產業 水果產業 稻米

總產量 21,542.6噸 18,334.5噸 34,311噸

熱帶VS溫帶 15,635.6噸VS 5,907噸 13,327.9噸VS 5,006.6噸 --

產值 42.31百萬美元 34.33百萬美元 32.16百萬

人均消費 53公斤/年 45.1公斤/年 84.47公斤/年

本地生產 12,773.7噸 3,854.7噸 1,237.34噸

產值 22.51百萬元 6.57百萬美元 2.97百萬美元

進口量 8,769.9噸 14,479.8噸 33,074噸

產值 19.79百萬美元 27.76百萬美元 29.19百萬美元

企業數 515家 2588家

平均到岸價格 熱帶：0.29-10.01/公斤 熱帶：0.17-4.45/公斤 香米(AAA)：

(美元) 溫帶：0.52-100.87/公斤 溫帶：0.52-22.58/公斤 0.92美元/公斤
普通大米：

平均零售價格
(美元)

0.86-8.88/公斤 0.24-5.21/公斤
0.62美元/公斤

糯米：0.56美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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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5/9)

2013年統計 園藝產業 切花產業

消費總量 801,490株 1,132,498枝

預估產值 2.97百萬美元 1.44百萬美元

本地產量 530,138株 210,326枝

銷售產值 1.68百萬美元(66.1%) 149,016美元(18.6%)

進口產量 271,352株 922,326枝

銷售產值 81萬美元(33.9%) 80萬美元(81.4%)

平均到岸價格
(美元)

1.12-7.51/株 0.14-11.11/切

平均零售價格
(美元)

0.16-13.53/株 0.74/切

花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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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6/9)

資料來源：汶萊農業部2016、農科院整理

2013年 雞蛋產業 肉雞產業 肉牛

總產量 1.32億顆 23,762.07噸(16442333隻) 5,547.5噸

產值 19.86百萬美元 79.54百萬美元(0.81美金/隻) 60.3百萬美元

人均消費 326顆/年 58.5公斤/年 13.7公斤/年

本地生產 1.30億顆 23,062.4噸 93.1噸(556頭)

產值 19.17百萬元 77.36百萬美元 2.97百萬美元

進口量 4.4百萬顆 699.6噸 活體：2,216.22噸
屠宰：1,496.22噸
冷凍：3,958.19噸

產值 0.69百萬美元 2.19百萬美元 65.77百萬美元

企業數 515家 61家 --

平均到岸價格
(美元)

0.11/顆 平均全雞：3.1/公斤

平均零售價格
(美元)

0.14/顆 全雞：3.35/公斤 水牛：6.51-8.2/公斤
牛：11.33-22.4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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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7/9)

資料來源：汶萊投資部2016、農科院整理

• 汶萊有162公里的海岸線，200海里漁業區內有豐富的漁業資源，無汙染且無颱風
疑慮 適合進行魚蝦養殖，目前全國有50個魚蝦養殖場。在推行經濟多元化策略
時，漁業也被列為重要發展領域。

• 政府的發展策略有：港口設施現代化、漁業設施更新、提升港內外設備、提供獎
勵與 培訓等方式。並鼓勵外商與本地業者合作，規劃成立儲運中心、分銷中心
與進出口管理中心等。

• 漁業局公布資訊顯示，該國規劃2023年將漁業年均產值提升至2.96億美金，其中
撈捕 業0.82億美金、養殖業1.48億美金、加工業0.45億美金、海洋生態旅遊業
0.2億美金。

• 其中汶萊的水產養殖以近海網箱養魚、海上網箱養魚和陸上水產養殖形成汶萊的
水產養殖業的中堅力量。主要的養殖區域如下所示：

類型 近海網箱養魚 海上網箱養魚 陸基水產養殖

區域 Tanjung Pelumpong Pelong Rocks Sungai Paku I, 

II, III and IV
Littledale

Nankivell

Victoria I and I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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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8/9)
東南亞水產養殖產量發展趨勢2009-2013年

資料來源：東南亞漁業統計年報2014、農科院整理

在2013年的水產養殖平均產值：
新加坡US$5,788/噸；汶萊US$5,767/噸；泰國US $2993/噸；馬來西亞US $2945/ 噸，緬甸US

$1845年/噸；菲律賓US $921 / 噸；印度尼西亞；US $787 / 噸；柬埔寨，寮國和越南未列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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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經濟環境(9/9)

產量(噸) 產

值(千美元)

0

資料來源：東南亞漁業統計年報2014、農科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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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漁業產業發展20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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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8 2,772 2,447 5,079 3,431

5,947 11,626 9,839 23,153 11,93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撈捕 養殖 撈捕 養殖 撈捕 養殖 撈捕 養殖 撈捕 養殖
產量(噸) 1958 460 2351 421 2154 293 4523 556 2825 606

產值

(千美元)

5,289 658 6,676 4,950 8,168 1,671 18,423 4,730 8,435 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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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社會環境(1/2)

種族

語言

宗教

風俗
民情

 馬來人66%、華人10%，其他為少

數民族

 馬來語（馬來語）為官方語言。英

語被廣泛用於商業交易。中國和其

他方言是有華人帶入

 伊斯蘭教 67%，基督教9%，佛教

10%，其他還有道教等約占14%

 汶萊宗教與馬來傳統習俗濃厚，行

成和諧、委婉、謙恭的文化特性

教育普及程度

資料來源：國貿局2016、July 2015 -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農科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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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98.1％的成人識字率，汶萊擁有一支高學歷的人口。汶萊還提供了一個多語種
的母語的人口。儘管馬來語是汶萊的官方語言，但英語是廣泛使用於正式和非正式
場合。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也能夠通過中國和印度的方言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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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社會環境(2/2)

民生基礎設施

用電普及率為99.9%，採用

油氣發電，2013年發電量

39.8億度，未來會開發水

力發電作為替代能源。

電力

統計至 2013 年， 公路總

長 3166.9公里，主要居民

點皆 有現代化道路連通。

私車比 例高，公共交通不

發達

公路

水運為汶萊重要交通渠道，

2013年註冊船隻多達1070 

艘，主運新加坡、香港、

吉隆坡、馬尼拉等地。

水運

2013年手機普及率115%，

最大的電信公司為DST。

其電子通訊亦為重要發展

領域之一。

電信

旅遊觀光

資料來源：國貿局2016；東南亞統計年報2014、農科院整理

旅遊來訪國已東
協各國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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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技術環境(1/5)

資料來源：汶萊初級資源和旅遊部2016；農科院整理

農業主管機關：Ministry of Primary Resources and Tourism MPRT所屬機構包含：
--農業與糧食部
--漁業部
--林業部
--旅遊部

初級資源和旅遊部

發展規劃： 透過轉換當地較為廉
價的原物料， 進行生產出口導向
型和增值農業 食品來促進當地國
的農業環境， 轉變成一個充滿活
力的，具市場 驅動性的農業綜合
企業。

發展重點： 農業副產品加工、食
品加工出口、 清真食品、檢測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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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技術環境(2/5)
Agricultural Stations 面積（公頃） 農業單位

1 Kilanas 59.50 農業研究中心

2 Terunjing 4.53動物診所檢疫

3 Tanah Jambu 25.30 水果苗圃/辦公

4 Luahan 4.60家禽/農機站

5 Lumapas 10.78 蔬菜/種子生產/辦公

6 Mulaut 142.04 水牛放牧區/農技站

7 Limpaki, Mulaut 20.0農辦

8 Wasan 258.9 農業廳，生產車間，水稻研究中心

9 Rimba, Gadong 18.97 農業廳園藝中心

10 Birau 172.02 水果研究中心

11 Batang Mitus 165.0 水果苗圃/農技站

12 Bang Nukat, Lamunin (GP.400) 2.02農科站

13 Kg Supon Besar 0.81農科站

14 Sungai Liang 6.71推廣辦事處，畜牧診所，示範農場，
信息中心和等

15 Kg Kenapol 3.01農科站

16 Kg Singap 2.00農科站

17 Kg Buau 1.99農科站

18 Kg. Tanjung Sudai 1.92農科站

19 Semabat 250.30 水果與農業站

20 Puni 1.95淡布隆農辦

21 Selangan 45.59 水果與農業站

22 KKP Perdayan 24.0植物園

TOTAL 1,221.94 資料來源：汶萊農業部2016、農科院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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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技術環境(3/5)

在農業開發區（ADA區域），汶萊農業部提供部分技術服務：包含防設、土
地、農業機械等基礎設施，還有提供各種田間操作，包括機械和農業工程規
劃，灌溉和排水，電氣與生活用水需求的供應。

根據技術服務部門單位的主要活動有：

• 排灌–協助處理現有的排水和灌溉系統。

• 基礎設施–部分農場基礎設施，如有需求亦可提供土地測量服務提供民事
工程所需。

• 修復項目–維持農業所需的農田基礎設施項目。

• 農業機械- 提供機械服務，包括運輸車輛的維修工程，農業機械及器具。

• 房屋–協助處理建設項目的管理和協調工作，並提供民事工程服務。

農業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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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技術環境(4/5)

作物發展方面：

1.發展研究，提供諮詢與服務，或進行技術轉移發展，如：水果，蔬菜，大米和大田
作物和植物保護措施。

2.果實發育- 開展研究和開發活動，諮詢和支持服務和技術轉移

3.蔬菜發展- 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術轉移，進行研究和農藝方面的研究，收集和選擇的本
土蔬菜，市場潛力巨大的保護和引進品種熱帶和溫帶蔬菜的適應性。

4.水稻研究-現代稻田養殖技術和監測傳輸

5.IPM管理-通過有效，經濟，生態友好的病蟲害管理技術。提供諮詢服務，有害生物監
測和監視，殺蟲劑的篩選和推薦，促進有害生物綜合治理（IPM）計劃的實施。

6.植物防檢疫-提供諮詢服務，如診斷和鑑定服務，提出疾病控制措施，發放進口許可
證和農作物的健康證書，執行標準化農作物檢疫，農藥殘留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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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業)技術環境(5/5)

農業技術開發面：

1.採收後處理及食品加工技術- 為當地的水果和蔬菜進行加工和產品開發，強化收穫後
處理、包裝存儲與管理系統，提升食品品質與安全管理體系的發展，並進行食品分析
和諮詢服務和技術移轉服務。

2.農業技術–透過種植技術的移轉，提高水培技術和相關栽培設施結構，提高種植蔬菜
農場的生產力。

3.生物技術- 利用菇類細胞培養技術，進行種源的收集和繁殖研究；以及藥物植物的栽
種和有效成分分析，並提供諮詢服務和技術轉讓。

4.土壤與植物營養- 研究土壤肥力和作物營養，提供諮詢服務，對土壤、樹葉、肥料和
水的分析，提供農業氣象數據的堆肥生產和施肥措施。

5.檢驗技術–生鮮農產品(蔬菜和水果)的常規農藥殘留分析和研究，規範食品安全包括
定期採樣當地生產和進口農產品和進口無機肥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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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概要

政治法律環境 經濟環境

種族：馬來人66%、華人10%，其他為少數民族 語言：

馬來語（馬來語）為官方語言。英語被廣泛用於 商業

交易。中國和其他方言是有華人帶入 宗教：伊斯蘭教

67%，基督教9%，佛教10%，其他還有

道教等約占14% 民生設施：電力資源豐富，未來持續開

發水力發電，且 手機普及率高，資通訊為未來重點發展

領域之一。 知識：汶萊擁有將近98.1％的成人識字率，

具備一支高學 歷的人口，且屬於多語種的母語文化環境

。

社會文化環境

農業政府單位：汶萊農業部初級資源與旅遊部：(MPRT；
Ministry of Primary Resources and Tourism)，MPRT所屬
機構包含：農業與糧食部、漁業部、林業部、旅遊部。
農業研究方向：以提高糧食自給率為主，項目包含農糧、
畜產、植物保護等。養殖漁業作為促進投資重要領域，是
未來想積極發展的重心。 農業研究區：具備多達22個以
上的主題研究中心，提供研 發、檢驗、輔導、技轉等等
相關功能

技術環境

政體：君主專制體系 主要投資法令：促進投資法(1975提

出；2001更新) 稅賦規定：無多種稅收規定，且為促進外

商投資，有免稅 制度，且企業所得稅已逐年下降至

18.5%(原30%) 外交貿易：參與多方自由貿易協定 投資貿

易主管機關：汶萊經濟發展局

(the brunei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BEDB)

汶萊政府2009年規劃了農業中長期發展規劃，在面對石油產量銳減的衝
擊下，預採用經濟多元化策略帶動了農業活化，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2014年的農業GDP僅占全國的0.8%，相關畜產品靠進口維持內需，而汶

萊發展家禽為主產業，約有96%自給率。 農業：糧食作物以稻米為
主，蔬菜以本土生產為主，水果則是進 口為主。另有開發花卉
與園藝產業。 畜牧：主要為家禽飼養，消費肉品也是以禽肉為主
，自給率達 96%，雞蛋自給率達百分之百。 水產：以水產養殖
為下一階段發展重點，規劃2023年將漁業年均 產值提升至2.96億
美金，其中撈捕業0.82億美金、養殖業1.48億美 金、加工業0.45

億美金、海洋生態旅遊業0.2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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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環境社會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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