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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帄洋各國(Africa, Caribbean, and 

Pacific countries，簡稱 ACP 國家)從1960年貣紛紛脫

離歐洲統治並獨立建國，雙方之關係從殖民轉化合作

夥伴，隨著歐盟 (European Union，EU)於1993年成

立，歐盟為維繫與其前殖民地之特殊關係，爰推動與

ACP 國家締結經濟夥伴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EPAs)。 

 

二、 EPA 協定旨在促進歐盟與 ACP 國家之雙邊貿易持續

成長，消滅貧窮，透過各項優惠及金融援助，建立更

緊密之經濟關係，目標係促進歐盟與前殖民地間之經

濟與社會發展，以帶動雙邊貿易及投資穩健成長。 

三、 由於 ACP 各國經貿發展程度大異其趣，因此，EPA

與過往一般之自由貿易協定略有不同，並考量到

ACP 國家之社會經濟狀況，以合作與援助方式推動

ACP 國家之經濟及產業多元化發展，並協助 ACP 國

家融入世界經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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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為歐盟透過簽署 EPA 給予 ACP 國家貿易優惠之貣

源，並自2002年貣與 ACP 國家正式啟動 EPA 之談

判，且劃分為7個地區，分別為西非、中非、東南

非、東非共同體 (EAC)、南部非洲共同發展體

(SADC)、加勒比海國家及太帄洋國家等。為加強與

其他國家之經貿關係，歐盟陸續將 EPA 推廣至其他

非 ACP國家，例如日本。 

 

貳、 非洲南部6國簽署 EPA諮商進展 

一、 由於南部非洲國家發展共同體(SADC)之南非、波札

那、賴索托、納米比亞、史瓦濟蘭等5國均為英國前

殖民地，因此各項典章制度相近，亦為南部非洲關稅

同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SACU)，該同

盟對內貿易自由，多數產品對外關稅一致，另賴索

托、納米比亞、史瓦濟蘭等3國曾為南非之託管地，

曾有共同歷史背景，金融貨幣制度迄今仍釘緊南非幣

匯率，兌南非幣為1比1，換言之，南非幣可在該3國

流通，因此 SACU區域內部經貿往來已有深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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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莫三比克前宗主國為葡萄牙，周邊國家均以英語為

官方語言，地理位置與 SACU緊鄰，為加強與 SACU

地區互動，藉重南非經貿影響力，該國在1995年加入

大英國協(Commonwealth)，俾名正言順與 SACU 共

同整合，並與 SACU 成員共同與歐盟進行 EPA 談

判。 

 

三、 歐盟與上述6國在歷經12年之諮商後，業於2014年7月

15日於南非行政首都 Pretoria 完成初步談判及草簽，

並續於本(2016)年6 月10 日於波札那觀光聖地 Kasane

鎮完成 EPA 簽署，此係繼西非奈及利亞、賴比瑞

亞、獅子山及甘比亞等4國後，與歐盟完成 EPA 簽署

之第2個非洲地區。 

 

四、 EPA 協議雖已完成簽署，但仍需由南部非洲6個簽署

國及歐盟28個成員國之國會批准後始能正式生效實

施。 

 

參、 歐盟對非洲南部6國EPA政策與FTA不同之處 

一、 不對稱互惠之讓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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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非洲南部6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產業技術水準

參差不齊，歐盟EPA政策考量該6國除南非以外，目

前多處弱勢局面，多數仰賴生產及出口初級原料之單

一經濟結構，且各國家間缺乏互補性，彼此經濟交流

與合作空間有限，因此歐盟在EPA內容採「不對稱互

惠」之方式簽署貿易協定，亦即「讓利政策」，除允

許非洲國家逐漸開放市場外，並放寬原產地規則，鼓

勵該6國相互採購，以期各區域內之國家加強經貿往

來。 

 

二、 重視人權、環保及勞工議題 

歐盟與EPA簽署國在人權、環保條件及勞工標準均遵

守國際規範，不因推廣貿易或投資機會而犧牲，因此

每一簽署國可對永續發展相關議題提出諮商。 

 

三、 加強社會秩序及企業責任 

歐盟將協助EPA簽署國進行反恐，防止人口販賣、運

毒、武器走私等維護社會秩序，導入企業責任，包含

回饋當地、造福里鄰，推動議會制度及營造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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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帄臺。 

 

肆、 南部非洲6國簽署EPA之主要益處 

一、 免關稅及免配額 (軍備武器以外之產品) 

(一) 歐盟對南非98.7%產品免關稅及免配額，對南非

以外5國100%免關稅及免配額。 

(二) SACU 5國對歐盟開放86.2%，莫三比克則僅對歐

盟開放74%。 

(三) 歐盟去(2015)年自該6國進口額達320億歐元，多

半為金屬、礦產品、原物料，而該6國自歐盟進

口亦達320億歐元，產品擴及成品、中間財及生

產要素，包含汽車、化工產品、工具機、工業零

組件、肥料、農藥、種子等，雙方貿易結構互

補，EPA生效後將可望帶動南部非洲6國之一般性

商品銷往歐盟市場，並以較低關稅率自歐盟引進

生產要素。 

 

二、 享豁免歐盟安全防衛措施 

南部非洲6國本土產業倘遭遇大量進口品衝擊時，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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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安全防衛措施可對歐盟及任何國家實施，惟倘歐

盟實施安全防衛措施時，該6國可享豁免5年排除適用

之優惠。 

 

三、 從寬認定原產地規則 

考量該6國所擁有之生產要素及技術遠落後於歐盟，

此6國間之經濟發展結構及條件亦存在巨大差異，包

含原物料、中間財、資本財及勞力程度等，因此EPA

放寬原產地規則，鼓勵南部非洲6國相互採購，並降

低自製率，另為促使該6國帶動周邊低度開發國家

(LDC)之發展，歐盟亦接受來自LDC之原物料或半成

品，例如尚比亞、坦尚尼亞之農產品可在該6國加工

及包裝後，出口至歐盟仍享優惠關稅，此政策將有利

該6國推動農業、製造業及紡織業發展。 

 

四、 允許保護帅稚產業 

南部非洲6國之新興產業多半處於草創初期，參與全

球價值鏈及工業化之程度都相當有限，主要出口物品

為原物料、半成品，對全球市場附加價值之創造仍



9 

低，因此尚無法與歐盟競爭，因此歐盟EPA政策允許

該6國對特定產業採取適當過渡性保護、扶植政策，

盼提高其競爭力，以帶動本土產業發展。 

 

五、 協助地理標示保護 

該6國之部分產品已享譽全球，尤其是南非之農產品

受益最多，包含南非Stellenbosch及Paarl地區所產之葡

萄酒，西開普省地區之國寶茶，相關產品輸銷歐盟後

將受到地理標示保護，亦即非該地區所屬之產品不得

冠用該地理名詞作為商標，有助迅速提高知名度及市

占率。 

 

 

六、 每5年重新檢討 

為符合各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歐盟每5年與簽署國

對EPA內容重新檢討，以期協助各國扶植產業，降低

外來衝擊，該檢討將給予該6國審視評估經濟發展方

向之機會。 

 



10 

伍、 南非簽署 EPA對其經貿影響 

一、 南非競爭優勢：擴大貿易 

南非在 EPA 簽署6國中相對具完備制度、技術與基礎

建設，南非將居最大受益國，除初級原物料及農產品

包含花卉、乳製品、水果、漁類及農產加工產品可享

免關稅、免配額輸銷歐盟外，未來更將帶動更多其他

民生產品輸入歐盟市場，尤其是 EPA 協定較2004年

開始生效之「歐斐貿易開發合作協定」 (EU-SA 

TDCA)更進一步開放，EPA 協定有利南非擴大接單、

提升產能、創造就業機會，另南非原本即享有美國

「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AGOA)之相關優惠，對輸

銷美國創造有利條件，加上此一 EPA 協定，無異於

如虎添翼，對南非廠商開拓歐美市場將有莫大幫助。 

 

二、 南非未來機會：吸引投資 

EPA 不只涵蓋貨品貿易，同時間接創造有利投資條

件，吸引本地及外國投資，EPA 簽署後未來可能影響

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流向，雖然該6國整體均將受

惠，但南非為6國中基礎建設最完善、工業化程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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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國家，南非將成為最大受益國，有助南非吸引外

資，並促成外資以南非為跳板拓展其他非洲國家。 

 

三、 南非潛在危機：衝擊本土產業 

南非在部分產業將喪失使用關稅來保護本土產業，尤

其是未列入敏感性產品之農產品及南非積極發展之製

造業會可能因此受損，並影響輕工業之發展，包括金

屬加工產品、石化工業、資通訊科技產業等，倘未輔

導產業轉型升級，南非部分產業可能難以競爭。 

 

四、 南非未來發展之道：加強改革、提升競爭力 

歐盟 EPA 政策除已與西非4國及非洲南部6國洽簽

外，未來將擴展至其他非洲地區，尤其是各界認為潛

力龐大之東非地區，因此未來亦將面臨其他國之競

爭，包括第1大經濟體奈及利亞、第2大經濟體埃及及

肯亞等國，因此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將考驗

南非政府，南非政府頇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從完善教

育、司法體制、 強化治安、充裕水電供應、培訓大

量技術勞工、維繫勞資和諧、防杜貪腐、整頓國營事

業、維持幣值穩定及確保國家主權債信評等不被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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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垃圾等級等多重面向著手，始能藉由歐盟 EPA 政

策增強其對 FDI 之吸引力，否則倘政局動盪不安，經

濟長期低迷，致深陷高物價、高失業、低成長困境，

並引發罷工暴動及治安敗壞等現象，投資者將因而卻

步，儘管有 EPA亦無濟於事。 

 

陸、 南部非洲6國簽署 EPA對我國經貿之影響 

一、 不會對臺灣造成立即威脅 

(一) 近年來非洲經濟雖持續發展，惟整體而言，目

前非洲國家之製造業仍普遍落後，與亞太地區

如我國之產業發展比較，非洲國家生產競爭性

產品之能力仍非常有限，由於工業基礎薄弱，

非洲地區占全球製造業產量及出口之比例均甚

低，迄今仍為進口全球製成品之主要地區。 

(二) 該6國除南非之經貿建設程度相對較高外，其他

5國之交通、資通訊、關務、電力等基礎建設仍

相當落後，與南非差距懸殊，均成為制約非洲

經濟發展之干擾因素，因此未來實際運作仍有

障礙需待克服，是以 EPA 生效實施初期所能發

揮綜效依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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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要展現 EPA 力道，除經濟整合外，亦應持續

加強區域內工業發展及基礎建設，始能建立完

整產業鏈，而前提是 EPA之6個簽署國必頇能繼

續保持政治穩定、推動經濟改革、改善投資環

境、加強財政管理、消除貿易障礙、改善民眾

生活，穩定社會治安，欲達此境界，顯然還有

漫長路途，短期內不會對我國造成威脅。 

 

二、 貿易移轉效果甚小 

(一) 由於臺灣與該6個簽署國進出口貿易成互補結

構，且該6國除南非外，餘5國工業基礎薄弱，

能對我國出口產生貿易移轉的效果甚小，去

(2015)年我出口至非洲54國之金額僅為23.48億美

元，占我國總出口總額2,803億美元之0.83%，對

該6個簽署國之出口金額更少，故 EPA正式生效

後對我經貿衝擊應屬有限。 

(二) 由於我目前對該6個簽署國貿易與投資關係基期

仍低，加上 EPA 有貿易創造效果，有助於促進

該貿易區經濟持續成長，內需市場大餅隨之擴

大，顯示我在該區域市場仍有拓展與成長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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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非洲南部為跳板輸銷歐盟 

(一) 歐盟去年自該6國進口額達320億歐元，多半為

金屬、礦產品、原物料，EPA 生效後將可望帶

動南部非洲6國之一般性商品銷往歐洲市場。 

(二) EPA 簽署國之製造業主要部門包括食品及飲

料、菸草、木材、紙、精製石油、水泥、橡膠

及塑膠、玻璃及其他非金屬製品、基礎金屬製

品等。其中低技術之製造業包含化學、機器及

設備、辦公機器、電子機器、收音機、電視及

通訊設備、醫療、精密及光學儀器、機動車輛

等產業。此外，亦有紡織及成衣、皮革、出版

及印刷、及家具等以其資源為基礎而發展之產

業。 

(三) 因此我國可考慮在該6個 EPA簽署國中篩選具潛

力市場，加強拓銷綠能、電子、資通訊、工具

機、機械、醫療、塑膠、保全與交通運輸器材

等我國具有優勢及潛力產品，以非洲南部為跳

板輸銷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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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複製臺商在賴索托投資之成功發展經驗 

(一) 由於臺商在 AGOA 免關稅、配額之優惠條件

下，已成功在賴索托境內發展紡織及成衣業，

並已形成產業聚落，較具代表性廠商為賴國境

內之年興紡織，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之牛仔褲

製造商，此外，賴國臺商業者近年著手朝上游

整合，除投資紡紗廠及織布廠，部分亦投資包

裝用之紙箱廠，現已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創

造近5萬個就業機會，產值占賴國 GDP 之2成，

對提高當地生活水準及穩定社會秩序貢獻卓

著。 

(二) EPA 協定長期而言當能逐漸發揮磁吸效應，持

續吸引外資流入，我商可善用 AGOA 優惠，及

EPA 從寬認定原產地規則之優勢，複製臺商在

賴索托成功發展紡織及成衣業之經驗，如此不

僅可藉由投資下游製造業，促進我國上游原物

料及中間財之出口，透過投資帶動貿易之外溢

效果，逐步增強與非洲貿易投資關係，擴大我

在非洲之影響力，拓銷歐美市場，擴展全球經

貿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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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 

一、 非洲地大物博，天然資源豐富，近年來經濟快速成

長，崛貣的商機與當地購買力成長速度驚人，2015年

非洲11億總人口中即有1億人的帄均所得達3,000 美

元，預估至2020年消費市場將達1.4兆美元，購買力

將成長50%，加上地理位置優越，鄰近歐洲及中東，

前往亞洲及美洲交通相當便利，吸引歐、美、 中、

韓、日等地區及國家積極搶進佈局。 

二、 目前非洲各項產業仍需依靠大量外來投資及技術合

作，惟非洲大多數國家缺乏行政效率、官僚體系貪腐

嚴重、基礎建設落後、法令規章不透明等，使許多外

商望而卻步或鎩羽而歸。儘管如此，非洲龐大內需之

商機及未來發展潛力仍是我業者不可忽略的海外市

場，歐美國家、中國大陸、日本等已早一步於10餘年

前搶先布局，現在均已享受豐碩之投資成果。 

三、 我國與非洲貿易結構互補性雖高，但受限於距離遙

遠、風俗民情經商環境迥異，政治多變、市場秩序不

穩、資訊缺乏以及臺灣廠商缺乏當地人脈及通路等因

素，以致我國產品在非洲市占率偏低。EPA 生效後內

需市場逐漸擴大，南非將居最大受益國，短期內因我

對非洲貿易與投資關係之基期仍低，對我國經貿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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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但亦凸顯我對非洲市場仍有甚大拓展與成長空

間。 

四、 由於 EPA 簽署國擁有豐富原物料、農產及礦業等天

然資源與生產要素，我宜考慮在 EPA 簽署國中篩選

富發展潛力國家，鼓勵業者善用 AGOA 法案優勢及

EPA 協定，使 EPA 簽署國瞭解我商實力與優勢，短

期以參展、貿洽會等拓銷活動，逐年導入我國技術及

服務，帶動我對非洲出口設備、零組件、周邊商品、

工具機及技術服務，中長期則透過與 EPA 簽署國廠

商結盟進行產業合作，或以合資或獨資方式在非洲投

資，進一步切入當地供應鏈，倘我商能順利在南部非

洲6國占有一席之地，未來可以此為跳板，切入其他

非洲新興市場。 

五、 鑒於非洲市場重要性與日俱增，且具備消費族群年

輕、內需市場廣大，及不斷增長之消費實力等3大貿

易誘因，有利於我國進一步加強拓展對外貿易，分散

出口市場，惟以往我國業者前往非洲拓銷太少，為

此，本部業於本年3月成立「非洲市場推動辦公室」，

針對非洲市場研擬更聚焦的協助企業拓銷方案，以期

突破目前瓶頸，並釐訂相關拓銷策略與方案，盼透過

該辦公室之推力，引導更多廠商開拓非洲市場，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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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參展或舉辦貿洽會等推廣活動，進而促進我國出

口，未來亦可對該6國加強拓銷活動，以期為我國出

口貿易帶來新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