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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印度經商便利度全球排

名第 130 名 

據世界銀行 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布之

「2016 年經商環境報告」，印度經商便

利度在全球189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30

名，較上年評比（原評比為第 142 名，

惟因統計方法改變及新增調查資料，

已修正為第 134 名）進步 4 名。印度

在 10 項細部評比指標之排名分別為：

開辦企業（第 155 名）、申請建築許可

（第 183 名）、電力取得（第 70 名）、

財產登記（第 138 名）、獲得信貸（第

42 名）、保護少數股東（第 8 名）、繳

納稅款（第 157 名）、跨境貿易（第 133

名）、合約履行（第 178 名）、破產處

理（第 136 名）。 

印度在上述指標中以「電力取得」及

「開辦企業」之改革績效最為顯著，

排名較上年度公佈名次分別進步 29 名

及 9 名，該報告尤肯定印度政府簡化

電力申請程序及行政作業效率、刪除

設立公司最低資本額限制、減少設立

公司所需核准文件等措施，帶動印度

整體排名上升，惟印度在「合約履行」

項目仍遠落後世界各國。印度財政部

部長 Arun Jaitley 認為尚有諸多經濟

改革措施及所獲效益未及於本次報告

中呈現，印度正加速進行所得稅法及

商品與服務稅（GST）改革，渠有信心

將在下年度評比時進入全球前 100

名，並在 3 年內進步至全球前 50 名。 

本次評鑑報告前 10 名依序為新加坡、

紐西蘭、丹麥、南韓、香港、英國、

美國、瑞典、挪威、芬蘭，我國名列

第 11；金磚國家所獲名次分別為俄羅

斯（第 51 名）、南非（第 73 名）、中

國大陸（第 84 名）、巴西（第 116 名）；

南亞國家排名為不丹（第 71 名）、尼

泊爾（第 99 名）、斯里蘭卡（第 107

名）、馬爾地夫（第 128 名）、巴基斯

坦（第 138 名）、孟加拉（第 174 名）。 

印度近期在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之

140 個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55，在世界

智慧財產組織（WIPO）之「2015 全球

創新指數評比」之 141 個受評國家中

名列第 81。世界銀行於 2015 年 10 月

29 日亦公佈印度經濟展望分析，

2015-16 財政年度印度之經濟成長率

可達 7.5%，2016-17 年度達 7.8%，

2017-18 年度將達 7.9%，並提出印度出

口貿易復甦力道、金融機構壞帳比率

過高、道路及港埠設施不足、能源補

貼等問題係印度經濟能否維持成長動

能之關鍵。（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在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2015 全球創新指數」之評比 

依據 WEF「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

報告」，印度在 140 個受評國家中排名

第 55，較上年躍升 16 名，係近 5 年排

名連續下滑後首度回升。該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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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評比大幅進步主因印度總理莫迪

積極推動經濟改革、消除貪腐及提升

政府效能所致。 

WEF 評比各國競爭力三大指標中，印

度在「基本需要（basic requirements）」

排名全球第 80，較上年進步 12 名；「效

率強度（efficiency enhancers）」排名第

58，進步 4 名；「創新及成熟因素

（innovation & sophistication）」排名第

46，進步 6 名。另在細項指標方面，

印度在「技術準備度（tech readiness）」

排名第 120，顯示印度在網路及數位技

能應用之普及率偏低；在「勞動市場

效率（labour market efficiency）」排名

第 103，雖較上年進步 9 名，印度陳舊

僵化之勞動法規及欠缺專業度之勞力

素質仍是未來經濟發展之瓶頸。 

另 WIPO、美國康乃爾大學及 INSEAD

商學院近期聯合發佈「2015 全球創新

指數」評比，印度在 141 個受評國家

中名列第 81，較上年度滑落 5 名。該

報告指出印度在「知識傳播（knowledge 

diffusion）」（第 34 名）、「研究發展

（research & development）」（第 44

名）、「基礎建設（general infrastructure）

（第 42 名）等方面表現較佳，在「人

力 資 本 與 研 究 （ human capital & 

research）」（第 103 名）、「市場成熟度

（market sophistication）」（第 72 名）、

「 商 業 成 熟 度 （ business 

sophistication）」（第 116 名）、「創新產

出（creative outputs）」（第 95 名）等方

面有待改進。（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國際貨幣基金（IMF）及聯合國

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對

印度經濟成長之最新預測 

IMF 頃公佈之全球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預估印度在

2015-16 財 政 年 度 經 濟 成 長 率 為

7.3%，較上次預測（2015 年 7 月）下

調 0.2%，2016-17 年度印度經濟成長率

維持在 7.5%。另 UNCTAD 公佈之最

新預測指出印度 2015-16 年度之經濟

成長率為 7.5%。 

IMF 表示印度應加速進行經濟結構改

革，包括提升能源及礦產供給、削減

補貼、推動促進成長之財政政策、改

善基礎建設、健全金融體系、審慎執

行利率政策並對抗通貨膨脹等，以維

持成長動能及強化其經濟體質。 

目前 IMF、UNCTAD、印度儲備銀行、

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對印

度 2015-16 年度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均

介於 7.3-7.5%之間，印度之經濟表現將

超越同期間中國大陸、美國、歐洲及

全球之經濟成長率，為成長最速之大

型經濟體。（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資訊科技業產値於 2025 年

將成長至 3,500 億美元 

印度全國軟體及

服 務 企 業 協 會

（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近期公佈有關資訊

科技業調查報告，指出因受惠於雲

端、大數據、移動、社交、物聯網、

自動化等新興資訊科技之蓬勃發展與

趨勢，印度資訊科技業產值將由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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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 1,320 億美元大幅成長至 2025

年度之 3,500 億美元。資訊科技產業涵

括資訊服務、硬體設備、企業流程外

包與工程技術研發等領域。 

該調查報告預測至 2025 年全球數位科

技產業之產値將達 4 兆美元、企業之

數位科技支出比重將由目前之 10%提

升至 60%、印度企業之數位科技支出

規模將達 1,200-1,300 億美元、全球前

500 大企業約半數將出現在新興市

場、全球約 2 億 6,000 萬個工作機會將

被新興科技取代。 

NASSCOM 表示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計畫將為印度資訊科技產業提

供龐大商機與成長動能，並提出 5 項

政策建議呼籲政府與產業共同因應未

來挑戰：（一）提供新創企業良好之發

展環境、（二）重視技能培訓、（三）

建設印度成為創新中心、（四）保護智

慧財產權、（五）強化網路安全及法

規。（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政府進一步放寬外人直接投

資（FDI）限制 

印度商工部於 2015 年 11 月中旬公布

FDI 政策改革方案，將針對國防工業、

廣播與電視、航空運輸、營建、單一

品牌零售、免稅店、製造業、農業、

民營銀行等 15 項領域放寬外資持股比

例限制、簡化審核程序、允許循自動

許可途徑（automatic route）進行投資

等措施，盼擴大吸引外資並促進市場

競爭及效率，推動印度經濟體質加速

轉型。 

有關重點如下： 

1. 未來投資金額在 500 億盧比以下之

案 件 將 由 外 國 投 資 促 進 委 員 會

（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Board）核准，500 億盧比以上之案件

由內閣經濟事務委員會（ Cabinet 

Committee on Economic Affairs）審

核，以加速審理效率。 

2. 國防工業：外資股權在 49%以下由

政府核准途徑（government approval 

route）改為自動許可，外國間接投資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之股權

上限由 24%提高至 49%。 

3. 廣播與電視：外資投資廣播基地

台、電纜網路、行動電視等持股上限

由 74%放寬至 100%，外資比例在 49%

以內採自動許可途徑；新聞及時事頻

道、調頻廣播由 29%放寬至 49%，但

須採政府核准途徑。 

4. 免稅商店：外資持股上限仍為

100%，改採自動許可途徑。 

5. 航空運輸：開放外資投資區域航空

服務（regional air transport service），

股權上限為 49%，採自動許可途徑；

地勤服務、不定期航班之空運之外資

持股上限由 74%放寬至 100%。 

6. 營建：取消外人投資須達 2 萬平方

公尺樓板面積及前 6 個月資本投資須

達 500 萬美元之限制，外資投入 3 年

後可循自動許可途徑退出市場，不論

完工與否。 

7. 民營銀行：外國機構投資者（FII）、

外國間接投資（FPI）、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QFII）等之持股上限自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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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至 74%。 

8. 農業：外資可 100%持股投資種植咖

啡、橡膠、荳蔻、棕櫚、橄欖等經濟

作物。外資目前已獲准投資經營茶葉

種植。 

9. 單一品牌零售業：單一品牌零售業

可經營電子商務、具先進技術特色之

商品經政府核准後不受 30%貨物來源

須向印度中小企業採購之限制。 

10. 製造業：允許外國製造業者經由電

子商務、批發、單一品牌零售等方式

銷售其在印度生產之商品，並採自動

許可途徑。 

11. 有限責任合夥（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之企業型態允許外資持股

上限為 100%，並改採自動許可途徑。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英國 Brand Finance 顧問公司公

布 2015 年度全球國家品牌價值

報告(Nation Brands 2015) 

依該公司公佈 2015 年度全球 100 國之

國家品牌價值評鑑報告及排名，分別

就各國之「投資」、「社會」、「產品及

服務」三大面向共 26 項指標進行綜合

評比並計算品牌力指數(Brand Strength 

Index)，將該指數與品牌忠誠度及品牌

收入相乘後即得出國家品牌價值，前

10 名依序為美國(19.7 兆美元)、中國大

陸(6.31 兆美元)、德國(4.16 兆美元)、

英國(3.01 兆美元)、日本(2.54 兆美

元)、法國(2.16 兆美元)、印度(2.14 兆

美元)、加拿大(2.04 兆美元)、義大利

(1.45 兆美元)、澳洲(1.4 兆美元)。其中

第 1-5 名國家與上(2014)年度排名相

同；印度居全球第 7 名，較上年度進

步 1 名；我國為第 24 名，亦較上年進

步 1名，國家品牌價值達 4,500億美元。  

2015 年前 10 名中，美、英、日、法、

印度、義之國家品牌價值均較上年分

別成長 2%、6%、3%、4%、32%、12%；

加拿大、澳洲因上年經濟成長趨緩，

致 2015 年國家品牌價值分別減少

8%、10%；德國則因福斯汽車事件使

其國家品牌價值減少 4%；印度則以

「不可思議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 」

行銷口號及策略有效推升國家形象及

知名度，且印度經濟持續成長及大力

推動招商及經濟改革，使其國家品牌

價值之增幅係前 20 名最高者。 

同為金磚國家之中國大陸 2015 年國家

品牌價值為 6.31 兆美元，較上年減少

1%，居全球第 2 名，主因經濟成長趨

緩所致；巴西為 1.17 兆美元，較上年

減少 17%，居第 11 名，主因全球經濟

蕭條使商品價格持續降低，影響該國

之未來品牌收入；俄羅斯為 8,100 億美

元，較上年大幅減少 31%，居第 18 名，

較上年度退步 6 名，係前 20 名中品牌

價值減損最多者，主因該國與烏克蘭

發生衝突致國際形象大損；南非為

2,250 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12%，居第

37 名 。 該 報 告 全 文 可 於

www.brandfinance.com 下載。（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

約(UNFCCC)締約國大會及印、

法共同籌組國際太陽能聯盟

(ISA) 

http://www.brandfinance.com/


 

 

 

6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在法國巴黎舉行，本

次締約國大會計有 195 個締約國、相

關國家與聯合國機構等 25,000 名官方

代表及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約 50,000

人與會，共 187 個締約國提出溫室氣

體自主減排目標，印度由總理莫迪偕

環 境 及 氣 候 變 遷 部 部 長 Prakash 

Javadekar 率團與會，亦承諾在 2020 年

前依 2005 年之碳排放水準減少 33%；

大 會 並 採 認 巴 黎 協 定 (Paris 

Agreement)，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017 年 4 月 21 日開放各締約國簽署，

俟有 55 個締約國簽署及其累計溫室氣

體排放量達全球總量之 55%起 30 日後

該協定即生效，將成為 2020 年京都議

定書屆滿後最重要之國際氣候公約。 

本次大會所達成之巴黎協定主要內容

如下： 

1. 目標：各締約國承諾將全球氣溫上

升控制在攝氏 2 度以內，並尋求將平

均升溫控制在 1.5 度以下之可行作法。 

2. 共同且差異化之責任承擔：已開發

締約國應持續自主減排溫室氣體，開

發中締約國應全力減緩溫室氣體排

放，各締約國將共同防止氣候變遷對

調適能力脆弱國家造成之損害。 

3. 財政支援：自 2020 年起已開發締約

國每年至少提供 1,000 億美元予開發

中締約國，以提供必要之技術協助並

助其能力建構。 

4. 透明化檢討機制：自 2023 年起每 5

年檢討各締約國之自主減排成果，期

有助未來各締約國間建立全球碳排放

交易市場。 

印度與非洲 54 國前於 2015 年 10 月

26-29 日在新德里召開第 3 屆印非高峰

論壇時已提出推動開發中國家太陽能

產業合作之倡議，印方將積極協助非

洲之永續發展並與各國揭示德里宣言

(Delhi Declaration 2015)及印非策略合

作 架 構 (India-Afric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operation)，將加強太陽

能、風力、生質能源、經貿、基礎設

施、農業、資通訊、教育、水資源管

理等領域合作。大會中印度 M 總理與

法國總統 Francois Hollande 共同倡議

籌組國際太陽能聯盟 (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獲美國、澳洲、紐西

蘭、巴西、中國大陸等 22 國支持，將

透過加盟及技術共享機制，以降低太

陽能設備製造成本，使各國可獲得潔

淨及低廉之太陽能電力，並協助地處

熱帶與亞熱帶之開發中國家建構充足

之太陽能產業實力，提供國家永續發

展所需之能源。 

未來該聯盟將正

式定名為國際太

陽能政策及應用

總署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Solar Policy and 

Application)，訂 2030 年前籌措 1 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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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於投資太陽能產業，由參與成員

國及民間部門共同分擔。印度已承諾

於 5年內捐助 8,900萬美元作為 ISA秘

書處營運資金，爭取將其設於新德

里，初期秘書工作由印度新型及再生

能源部所屬之全國太陽能協會協助辦

理。 

印度環境及氣候變遷部 J 部長對本次

大會成果表示滿意與肯定，認為巴黎

協定明確區分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

家之義務、未強制規定溫室氣體減排

目標及達到碳排放高峰期程，亦未對

印度造成財政負擔或經濟發展影響，

符合印方強調之比例與正義原則，惟

透明化檢討機制將使印方須逐步減少

火力發電比重 ( 目前火力發電達

195,604Mw，佔印度整體發電量之

70%)。印度另關切巴黎協定僅要求已

開發締約國向開發中締約國提供技術

移轉，未對取得技術之成本及未來可

能衍生之智財權爭議提供解決方案。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公佈 2011 年社會經濟族群

統 計 (Socio-Economic Caste 

Census)報告 

印度鄉村發展部日前公佈 2011 年社會

經濟族群統計報告，該報告調查範圍

涵蓋全印 640 個區域，並將擁有機動

車輛或漁船者、每月收入達 10,000 盧

比(約 167 美元)者及信用卡額度達

50,000盧比(約 833美元)者等族群排除

在貧窮人口外。該報告以資產有無界

定貧窮與否，與其他研究機構以每日

可支配所得低於 26 盧比(約 0.43 美元)

作為貧窮線相異。 

該報告指出印度約有 2.439 億戶家庭

擁有房產，其中 6,480 萬戶居住於都

市，另 1.791 億戶(約 8.84 億人)居住在

鄉村，其中 31.26%之鄉村人口(約 2.75

億人)屬貧窮族群，貧窮族群中有 9,160

萬人主要從事手工業；5,390 萬人從事

農耕；448 萬人從事幫傭工作；288 萬

人於非農企業工作；2,518 萬人從事其

他低階工作，另有 66 萬人及 40 萬人

分別以乞討及拾荒為生。相較於政府

在 2002 年發佈之統計報告，2002 年印

度鄉村地區人口之 36%(約 2.67 億人)

屬貧窮族群，顯示自 2002 年至 2011

年間，政府僅協助 800 萬戶鄉村家庭

脫貧。 

該報告亦統計 2011 年鄉村地區 1.791

億家戶之 74.49%(約 1.33 億家戶)之最

高所得者每月收入低於 5,000 盧比(83

美元)；17.18%(約 3,077 萬家戶)之最高

所得者每月收入介於 5,000-10,000 盧

比(約 83-167 美元)間；8.29% (約 1,485

萬家戶)之最高所得者每月收入高於

10,000 盧比(約 167 美元)。另僅 4.58% 

(約 821 萬家戶)繳納所得稅；5%(約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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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家戶)有成員服務於政府部門或國營

事業；3.57%(約 640 萬家戶)有成員服

務於民營企業；11.04%(約 1,977 萬家

戶)有電冰箱。惟有 68.35%鄉村地區家

戶 ( 約 1.22 億 家 戶 ) 擁 有 手 機 ；

20.69%(3,705 萬家戶)擁有 2-4 輪機動

車輛或漁船； 2.46%(約 441 萬家戶)

有轎車。 

另 2013-14 年度全印約有 2.7 億家戶，

約 12.6 億人，其中家戶收入最高之前

20%占 6,250 萬戶(約 2.54 億人)，年所

得為 669,328 盧比(約 11,155 美元)，較

2004-05 年度之 511,921 盧比(約 8,532

美元)每年平均成長 2.9%，家戶收入最

低之 20%占 4,390 萬戶(2.53 億人)，年

所得為 136,708 盧比(約 2,278 美元)，

較2004-05年度之 64,137盧比(約 1,069

美元) 每年平均成長成長 8.8%。 

2013-14 年度印度低度開發鄉村地區

家戶僅 71%獲電力供應；31%有廁所；

28%有獨立廚房；16%獲天然氣供應；

11%獲自來水供應。同期全印有 30.7%

之 0-6 歲兒童處於營養不良狀態，雖較

2005-06 年度之 45.1%改善，惟仍高於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之 21%。 

前述調查結果顯示印度貧窮問題高於

預期，印度貧窮問題肇因於缺乏工作

技能、非農產業工商活動程度低、缺

乏公私部門工作機會、過度依賴雨季

提供灌溉水源、文盲比例過高等因

素。（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 於 2015

年 10 月訪問印度推動恢復印歐

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及強化德印

經貿合作 

德國 M 總理於 2015 年 10 月 4-6 日率

外交、經濟能源、國防、食品及農業、

教育、發展各部首長及 Siemens、AG、

Airbus、E.ON、Thyssenkrupp 等企業

代表訪問新德里及班加羅爾，並與印

度總理莫迪共同主持第 3 屆印德諮商

會 議 (Indo-German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s)，以進一步深化二國經貿

投資合作及建立策略夥伴關係，並討

論恢復印度與歐盟廣泛貿易及投資協

定（BTIA）之談判。 

印、德雙方均體認 BTIA 對雙邊經貿合

作與經濟發展之重要性，亟盼加速排

除障礙完成談判，目前印度因對歐盟

片面禁止印度 700 餘項學名藥之進口

措施不滿，原訂 2015 年 8 月 28 日舉

行之雙邊諮商已暫停，此次德國 M 總

理訪印已展現強烈企圖心，盼促成雙

方盡速恢復 BTIA 諮商。 

第 3 屆印德諮商會議於 10 月 5 日在新

德里舉行，會後聯合聲明指出二國將

加強經貿、國防、科技、安全、教育、

再生能源、高科技製造、技能發展、

鐵路、水及廢棄物處理、都市發展、

農業、氣候變遷、區域經濟等領域之

合作，雙方共簽署再生能源、經貿、

國營企業、民用航空、農業、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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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技、天然災害防護、德語教學、

職業訓練、交通、安全等 18 項合作備

忘錄。 

德國承諾投資 10 億歐元協助印度建立

綠色能源走廊，另將提供 10 億歐元貸

款協助印方太陽能產業發展，德國亦

將參與印度「智慧城市」、「恆河整治」

及「廢棄物管理」等重大建設計畫。

雙方同意深化夥伴關係，德方將以先

進工程技術結合印方之資通訊軟體實

力，共同推動下一世代更具經濟效

益、生產效率及對環境友善之產業發

展。 

雙方同意於印德環境論壇機制下成立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加強有關政策及

法規資訊之交換與討論，以提出可行

之解決方案有助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現

象。德國將協助印度於 2022 年前達到

再生能源發電 175Gw 之目標，並將擴

大對印移轉技術，以提高發電效率並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德方亦強調在印度面臨之投資障礙與

經商困難，包括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不

彰、基礎設施落後、貪瀆普遍，勞動

力品質欠佳、稅制繁雜多變、法規調

適等，盼印方協助解決。印方承諾自

2016 年 3 月起為德國企業設立專屬單

一窗口並提供快速服務系統（Fast 

Track System），以解決有關問題。 

德國係印度第 6 大貿易夥伴，2014 年

雙邊貿易額達 160 億歐元，主要項目

為化學品、工具機、電子產品與紡織

品，惟近三年來雙邊貿易額呈現下降

趨勢。德國亦係印度第 7 大投資來源

國，德國約有 1,600 家企業於印度營

運，投資額約 97 億歐元，主要領域係

化學、能源、製藥等產業。（駐印度代

表處經濟組） 

印度與美國舉行首屆部長級策略

及商務對話 

印度外交部長 Ms Sushma Swaraj、商

工部長 Ms Nirmala Sitharaman 於 2015

年 9 月 22 日與美國國務卿 Mr John 

Kerry 及商務部部長 Ms Penny Pritzker

共同在華府主持首屆印美策略及商務

對 話 (India-US Strategic and 

Commercial Dialogue)，就全球性重要

議題、雙邊經貿投資、能源與環境、

國防與安全之合作進行高階會談，美

方並表示外交政策與經貿政策互為一

體，將支持印度成為亞太經濟合作會

員及聯合國安全理事常任理事國，持

續深化二國策略夥伴關係。 

雙方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加強

舉辦雙邊企業 CEO 論壇，以深化業界

投資合作；並設立基礎建設、標準、

機能性紡品、服務業等 4 個工作小組，

以推動改善印度之經商便利度與市場

投資環境，並逐季檢討貿易障礙、商

務合約執行、法規透明化等議題。二

國已訂下(2016)年擴大邀請新創企業

參加創新論壇，另印度工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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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及美

國國家標準協會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將共同推動產業標

準合作與調適，提供業界所需之產品

標準資訊以助市場開發。 

美方將全力支持印度政府推行之建設

智慧城市(Smart City)政策，並訂下年 2

月由美國商務部次長級官員率團訪印

以交流智慧城市商機。印方尤鼓勵美

國業者加速來印投資基礎建設及再生

能源領域。美印商會(US-India Business 

Council) 、美國在印商會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India)均表示

將與印度工業總會建立長期合作關

係，鼓勵美國業者來印投資佈局。 

二國亦將於氣候變遷領域密切合作。

美方將於五年內提供 3,000 萬美元協

助印度再生能源發電整合至現有電

網，並資助 790 萬美元協助印方發展

分散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另提供

4,100萬美元以協助再生能源領域之新

創企業，二國並盼 2015 年 12 月在巴

黎舉行之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達成具

體合作共識。 

印度M總理另率團於 9月 24日抵紐約

訪問，出席聯合國大會、永續發展峰

會、維和國家峰會，並主持 G-4 國家

峰會及會晤美國主要企業領袖；續於

26 日赴加州矽谷訪問 Facebook、

Microsoft、Google 等全球性資通訊服

務企業，以推動開放型創新合作、創

業活動及新創事業交流；並於 28 日赴

華府會晤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就

深化二國策略夥伴關係及經貿、能

源、核能、智慧財產權、安全合作等

議題進行會談，此係印、美元首近一

年內第三度會晤。 

M 總理向美方表示核能發電對印度之

能源安全至關重要，印方將加速解決

雙邊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之執行面問

題，協助美國業者爭取印度核電市場

商機。美方認為印度之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符合美方對亞洲之再平衡

政策(Rebalancing Policy)，目前雙邊年

貿易額約 1,000 億美元，盼未來可成長

5 倍至 5,000 億美元。（駐印度代表處

經濟組） 

印度總理莫迪赴美國招商成果豐

碩 

M 總理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27 日赴美

國紐約、加州矽谷、華府進行訪問，

出席聯合國總理事會、永續發展峰會

及維和國家峰會，並主持 G-4 國家峰

會及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會談，M

總理此行另分別於紐約及聖荷西會晤

IBM、GE、Ford Motor、Pepsi、 JP 

Morgan 、 Mastercard 、 Johnson & 

Johnson、Apple、Google、Microsoft、

Facebook、Tesla、Cisco、Adobe 等多

位全球大型企業執行長，並參加數場

企業座談會，說明印度政府推動經濟

改革及改善投資經商環境之決心及成

果，並介紹「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及「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

政策之最新內容與跨國合作商機，鼓

勵美國大型企業及創新型企業擴大來

印投資佈局與開發市場。 

M 總理特別展現對網路科技應用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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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經濟發展之高度興趣與重視，盼

透過與美國高科技企業之合作，帶動

印度之數位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

會、改善城鄉落差等，尤重申全力提

高印度政府之治理效能，俾簡化行政

流程及強化決策透明性與效率。 

美國業界對M總理

之來訪反應熱烈，

尤肯定M總理就任

以來大力推動各項

經改措施及經建計

畫之願景與執行

力，盼其持續改善經商環境及鬆綁外

人投資限制。「數位印度」計畫並獲得

Google 、 Microsoft 、 Qualcomm 、

Facebook 等企業全力支持，如 Google

承諾將協助於印度 500 個火車站架設

無線網路設施及在 Android 系統平台

增加開發 10 種印度在地語言介面、

Microsoft 將協助印度開發尖端技術以

延伸寬頻服務至鄉村地區、Qualcomm

將提撥 1億 5,000萬美元投資印度新創

企業及培育晶片研發人才。 

 M 總理與 Facebook 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會談時盛讚社群網站之重

要性及深層力量，提供政府檢討施政

及反映民意之最佳即時平台。M 總理

就任年餘來密集使用 Facebook 及

Twitter 社群網站發表施政理念及與民

眾互動，其網站關注者達 3,000 萬人，

在各國政府領袖中排名第 2，僅次美國

總統歐巴馬。（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電子商務市場概況 

簡介 

電子商務主要涵括了產品經銷、購

買、售出及行銷，或是透過像互聯網

及其他電腦網路的電子系統業務。資

訊技術產業可應用在電子商務的商業

行為，如電子資金轉帳、供應鏈管理、

電子行銷、線上交易處理、電子資料

交換（EDI）、自動庫存管理和自動收

集資料，它通常使用的電信技術如互

聯網、外聯網、電子郵件、電子圖書、

資料庫和行動電話。目前印度的電子

商務已有明顯的增長，成功地改變了

人們的交易模式，如今無論是在家裡

或是在工作的地方，人們都可以在幾

分鐘內完成購物。 

印度擁有 3,311 個電子商務中心、1,267

個農村網路中心、391 個出口和 2,217

個進口網路中心，看準這部分的潛在

獲利，創投（Venture Capital, VC）和

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 PE）公司等

主力投資者都密切注意著那些電子商

務的創業公司。同時間，此產業也正

經歷著各種整併和收購。不過，專家

認為這只是印度電子商務浪潮的開始

而已。 

由於科技的普及度提高，如互聯網、

寬頻和 3G 服務、筆電、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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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等，以及虛擬購物也漸漸被

人接受，逐步打造出電子商務的環

境。隨著新舊業者在目前的市場及新

興市場的競爭下，在未來十年中，印

度電子商務肯定會達到一個新的境

界。 

市場現況 

早期的線上購物只有少量選擇的簡單

購物平台，使用者可在線上下單和利

用貨到付款。但是，近幾年此領域已

經來到一個高水準，讓眾多客戶都為

之著迷。印度國內的網購市場成長迅

速，範圍從旅遊、電影、訂房、購書、

婚姻服務、電子產品、時尚配飾，甚

至是食品雜貨。如今，線上購物已在

印度形成一個趨勢，這背後的原因在

於富吸引力的網站、方便的使用者界

面、數量龐大的時尚商店及方便的付

款方式（如透過 paypal 的安全線上付

費，或是使用貨到付款），人們可以選

擇產品的大小、顏色、價格等項目，

不受到數量及品質的約束。 

儘管印度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但

電子商務產業在過去幾年內有著可觀

的成長，也為市場帶來爆炸性的衝

擊。雖然其網絡市場仍遠遠落後美國

和英國，但它持續在疾速成長中。此

外，電子商務市場及線上購物所提供

的折扣、優惠券、價格、推薦系統、

30 天退貨保證及 1-7 天的交貨時間等

等，都為產業帶來新的選擇。 

成長動力 

隨著收入的增加，以及在全國各地都

可以透過網路選擇更多種類的商品和

服務，這對消費者來說更具吸引力也

更加便利。 

電子商務市場的成長動力可歸因於： 

~寬頻上網和 3G 普及率增加 

~生活水平提高 

~可取得更多樣性的產品 

~生活忙碌及缺乏時間去實體店鋪購

物的人 

~線上分類網站的使用率成長 

~網路市場模式的演變，如 eBay, 

Flipkart, Snapdeal 等網站 

電子商務的主要模式 

B2B（Business-to-Business）模式：企

業透過網路出售自己的商品給其他公

司，而不直接銷售給個人消費者。在

大部分的 B2B 電子商務中會需要登入

才能使用，B2B 的網上商店通常會包

含特定客戶的價格、類型和折扣。 

B2C（Business-to-Customer）模式：企

業在網上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或服務

給終端消費者。一般情況下，任何人

都可以進入消費。 

C2B（Customer-to-Business）模式：以

消費者為商業核心的模式，透過消費

者的驅動，主導廠商整合供應鏈，為

消費者提供更高程度客製化的商業模

式。如藉由團購的大量需求，促使廠

商作出客製化的商品或是壓低出售價

格等。 

C2C（Customer-to-Customer）模式：

一般消費者在網上出售他們的商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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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費者。著名的網站如 ebay, 

snapdeal, flipkart 等等。 

主要業者 

1. Flipkart  

成立於 2007 年，企業總部位於班加羅

爾，目前 Flipkart 透過複製美國

Amazon 平台的服務，正遙遙領先

SnapDeal、eBay India 和 HomeShop18

等其他競爭者，是市佔率最高的印度

電商市場龍頭，近年透過快速擴展服

務及加強供應鏈， 2015 年該公司的市

值高達 120 億美元。 

Flipkart 擁有龐大的產品供應鏈，倉庫

分布在 6 個城市，逐步建立穩健的物

流體系。Flipkart 更成立自己的物流公

司 eKart，標榜 24 小時內可送達一線

城市、3 天內送達二、三線城市；另外，

由於印度的外資政策不允許外國零售

商直接在網路上銷售產品，因此不少

海外廠商若想進入印度市場，都會選

擇與本土電商合作，尤其是那些由於

各國行動裝置市場漸趨飽和，而極欲

投入藍海的硬體製造商。 

官網：www.flipkart.com 

2. Fashionandyou  

成立於 2009 年，由 Harish Bahl 所創

辦，專營男女服飾、配件、家居裝飾

品，每天提供 15 個新的銷售折扣，讓

用戶有機會以折扣價購買高級品牌，

最近該公司表示會員數已達到 550 萬

人，在 FashionAndYou 網站 70%的銷

售來自女性消費者，這個數字應該會

繼續上升，業界估計女性將帶動印度

的電子商務。 

官網：www.fashionandyou.com 

3. Snapdeal  

成立於 2010 年，Snapdeal 是以團購網

站在印度起家，擁有眾多的產品類

別，包括圖書、手機、電子產品、服

裝等，目前是印度前三大的電子商務

平台，該公司創辦人兼 CEO Kunal 

Bahl 表示，Snapdeal 看好印度行動的

電子商務市場，未來將以此為發展軸

心。 

官網：www.snapdeal.com 

4. Myntra 

成立於 2007 年，企業總部位於班加羅

爾，主要以販售流行服裝及配件為主。 

官網： www.myntra.com/  

5. Dealsandyou  

Dealsandyou 是以提供每日折扣及團購

優惠的印度網站。 

官網：www.dealsandyou.com 

6. HomeShop18  

成立於 2008 年，是印度一家知名的線

上購物網站，專為顧客提供高品質、

價格優惠及便利的網站商品訂購。該

網站主要提供書籍、手機及其他行動

電子設備、數位相機、電腦、電子產

品、服裝配飾、家用電器、玩具、保

健及美容產品、嬰幼兒商品等。 

官網：www.homeshop18.com 

7. Yebhi.com   

http://www.flipkart.com/
http://www.fashionandyou.com/
http://www.snapdeal.com/
http://www.myntra.com/
http://www.dealsandyou.com/
http://www.homeshop1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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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2009 年，隸屬於著名購物網站

BigShoeBazaar，是印度的領先中低端

服裝和鞋類的線上銷售網站之一。 

官網：www.yebhi.com 

8. Caratlane  

Caratlane 是專門販售珠寶的網站，產

品範圍從鑽石首飾、戒指、耳環、吊

墜、手鐲、項鍊、鼻環等。 

官網：www.caratlane.com 

9. Jabong   

成立於 2012 年，專營時尚產品的電子

商務，提供超過 90,000 項產品和超過

2,000 個國內和國際品牌的時尚服裝、

鞋類、配飾和家飾等，深受印度年輕

人喜愛，今年更獲得英國快速時尚品

牌 Topshop 投資，前景看好。 

官網：www.jabong.com 

10. eBay India 

eBay India 是 eBay 集團在印度的子公

司，早在 2004 年，eBay 就已經進入了

印度市場，但它在印度卻陷入了水土

不服的困境，知名度不及後起之印度

本土電商 Flipkart、Snapdeal 等印度大

型電商平台。 

官網：www.ebay.in 

11. Naaptol  

成立於 2007 年，網站開設初期僅提供

產品價格的比較資訊，而在 2009 年，

他們開始線上交易功能，並結合電視

購物做銷售。 

官網：www.naaptol.com 

12.  Infibeam  

成立於 2007 年，企業 總部設在艾哈

邁達巴德，另外在新德里、孟買和班

加羅爾都設有辦事處，主要銷售產品

為電子產品、書籍、汽車、生活用品

和禮物，同時也是第一家在印度國內

上市 IPO 的電子商務平台公司。 

官網：www.infibeam.com 

13. Limeroad  

是 一 個 專 屬 女 性 的 購 物 網 站 ，

LimeRoad 的亮點在於該網站的主頁採

用超酷的雜誌式界面，並且為女性提

供的商品大到家居用品，小到首飾配

件樣樣俱全，消費者可以直接點擊頁

面上的雜誌來瀏覽更多商品，也可輸

入關鍵字或透過分類搜索快速找到自

己心儀的商品。 

官網：www.limeroad.com 

14. Pepperfry  

成立於 2012 年，是印度目前最大的家

具及家飾網站。 

官網：www.pepperfry.com 

15. Amazon India  

總部設在美國的全球電子商務龍頭亞

馬遜，因印度政府保護本土企業，明

文禁止外商投資企業充當線上零售

商，所以從 2013 年開始以 Amazon 

India 在印度販售，但他們在印度的商

業模式並不像美國，供應商只能來自

印度，但這 2 年營運、廣告刊登下來，

http://www.yebhi.com/
http://www.caratlane.com/
http://www.jabong.com/
http://www.ebay.in/
http://www.naaptol.com/
http://www.infibeam.com/
http://www.limeroad.com/
http://www.pepperf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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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成長速度非常快，目前該平

台已有超過 2,500 萬項產品，正迎頭趕

上目前的印度龍頭平台 Flipkart。 

官網：www.amazon.in 

16. Nykaa  

創始於 2012 年，總部設在孟買，是印

度知名的美妝採購平台。 

官網：www.nykaa.com 

17. CromaRetail  

擁有實體 3C 門市及家電用品的線上

購物網站，Croma 在全印度擁有超過

1,000 家的零售門市，所以網站上的消

費者也可以買到與門市相同的產品，

包括筆記型電腦、相機、視聽娛樂、

家用電器、廚房設備、遊戲、數位相

機及手機等。  

官網：www.cromaretail.com 

18.  ZuperMeal  

是相當新創的行動電子商務平台，主

要販售的產品皆為新鮮的手工食物。

該公司成立於孟買，除了為消費者提

供新鮮美味及衛生的家常菜外，也為

供應食物的家庭主婦創造了烹飪的收

入來源。 

官網：www.zupermeal.com 

市場商機 

印度目前僅開放外國直接投資電子商

務的 B2B 市場，B2C 市場尚未開放，

目前 Amazon、eBay 等外商在印度市

場採交易市集（maketplace model）的

模式經營，由個別銷售者利用其網站

平台與顧客完成交易，以符合印度投

資法規，而印度電子商務市場目前產

值約 160 億美元，相較中國大陸及美

國已達 1,500 億美元之規模，各界均看

好印度市場之龐大發展潛力。據印度

網路及行動通訊協會（IAMAI）估計，

2009年至2014年印度電商的年複合成

長率為 34%，規模有 164 億美元，2015

年預測營收將達到 220 億美元。摩根

史坦利則預測，印度電商市場至 2020

年可望來到 1,370 億美元。近年印度業

者Flipkart及Snapdeal之業務成長尤其

迅速，也是外資爭相投資標的。 

另外隨著電子商務興起、稅制簡化、

「印度製造」的理念及專屬鐵路運輸

系統計畫，預料將帶動印度倉儲與物

流需求大增，也吸引企業與投資人大

舉投資印度的倉儲與物流業。蓬勃發

展的電子商務是倉儲業的利多，因為

訂單的產品必須送達給消費者。港商

世 邦 魏 理 仕 集 團 (CBRE) 指 出 ，

Amozon、Flipkart 和 Snapdeal 已投資

22 億美元於印度商用不動產，其中多

數是倉儲用途。 

再來繁雜過時稅法的革新，也激勵了

倉儲需求成長，全印度統一的貨物及

服務稅（GST）上路後，企業無須在各

地設置效率低的小倉庫，一旦 GST 法

案在國會通過，搭配電子商務平台的

發展旺盛，預估將帶起大型倉庫的需

求成長。 

挑戰 

印度電子商務業者 Flipkart、Snapdeal

表達反對印度政府開放外資進入 B2C

http://www.amazon.in/
http://www.nykaa.com/
http://www.cromaretail.com/
http://www.zuperme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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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領域之立場，其主張目前印

度電子商務業者多屬新創中小型企

業，若開放國外大型業者以庫存銷貨

（inventory-based model）模式進入印

度 B2C 市場，恐造成不公平競爭，且

極可能會被中國大陸製造之廉價品充

斥市場，不利廣大印度中小企業發展。 

除了印度政府是否開放外商投資 B2C

電子商務市場外，電子商務業者之適

用稅率、核准投資途徑、投資比例限

制、是否限定經營商品範圍、商業模

式定義等皆是一大挑戰，要進入印度

市場門檻頗高。 

近期趨勢 

1. 印 度 網 際 網 路 與 行 動 協 會

（Internet and Mobile Association of 

India, IAMAI）及市調公司 IMRB 聯合

調查報告顯示，今年(2015 年)10 月印

度的上網人口為 3.75 億，是世界第三

多，僅落後於美國及中國之後，到今

年 12月印度上網人口可望達到 4.02億

人，較去年同期成長 49%，且將首次

超越美國躍升全球上網人口的第 2 大

國，而造成此大幅度的進展正是因為

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還有上網人口的

增加亦是印度電子商務成長的動能，

而印度的電子商務平台也都看到了這

波趨勢，積極搶佔行動電子商務市場。 

2. 2014 年印度智慧型手機用戶為 

1.4 億人，美商思科系統公司(Cisco)

預估 2019 年印度智慧型手機用戶將

成長 4 倍至 6.51 億人。 根據 2015 

年  2 月所公佈的報告顯示，由於 

2014 年智慧型手機平均價格下降至 

150 美元左右，同時印度鄉村的智慧

型手機滲透率也逐漸提高，造成智慧

型手機用戶激增 54%，專家認為，由

於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帶動網路的使用

量，同時會再提升網路購物的金額與

市值。 

 3. 社群網站及媒體的力量強烈激起

消費者購物的意願。 

未來遠景 

2014 年印度電子商市場的交易規模已

達到 160 億美元，發展至今印度電子

商務已不僅侷限使用電腦，現在已紛

紛轉向包括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

行動市場，印度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 

Flipkart 於 2015 年 11 月 9 日推出

新一代的手機購物網站，就是為了讓

印度消費者享有更好的購物體驗。 

Flipkart 產品長  Punit Soni 表示， 

2014 年 7 月，當時他們只有 15% 的

交易量來自手機，而現在它們超過 

70% 的交易量都是來自智慧手機。根

據市調公司 Zinnov 於 2015 年 4 月

公佈的數據顯示，現在印度的智慧型

手機電子商務市場規模約  20 億美

元， 到 2019 年時，將成長 850% 至 

190 億美元。報告顯示，由於智慧型

手機在全球第  2 大人口的印度熱

銷，同時間也帶動行動電子商務市場

持續擴張。 

目前網路通訊的基礎建設還沒有辦法

涵蓋整個印度，也拖累電子商務的發

展速度，即使如此，印度第 2 大電商

Snapdeal 已推出許多方案，試圖要克

服眼前的這些難題，Snapdeal 共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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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暨執行長 Kunal Bahl 表示，印度

的網路連線狀態並不是很好，因此，

他們現在投資許多資金，建立更優良

的 app 與網路傳輸系統，希望就算只

有 2G 網路，也可以在 3 秒鐘之內，

將檔案上傳。 

印度儲備銀行  (RBI) 在 2015 年  8 

月宣布，將核發銀行支付業務的執照

給  11 家企業，包含英國電信集團

Vodafone 和印度電信商 Airtel ，有了

這樣的執照，這些企業就可以透過智

慧型手機進行最高上限 10 萬印度盧

比 (約 1,532 美元) 的匯款與存款業

務，這將會為印度的金融體系帶來強

大的改革性衝擊，現在印度電子商務

與電子支付業者，競爭激烈，彼此都

希望可以做出市場區隔，才能進一步

搶得更多的市占率。 

印度基礎建設雖還有待加強，但是比

起 5 年前，已經進步許多，而印度消

費者也已經比較習慣透過智慧手機在

網路上購物，未來電子商務將比現在

更蓬勃發展。 

結論 

印度人除了在網路上發現更便宜的商

品以外，也看到更多以前不曾在實體

店面看到的商品，而這就是印度電子

商務發展的機會，不過，要快速發展

印度手機電子商務，還需要克服很多

難關，如印度人對於線上金流還不是

很信任，金流安全性也還有待加強，

這都使得電子商務市場的發展，還無

法全速前進。部分觀念老舊的網路賣

家，還認為貨到付款，就是要花費人

力，真正到買方家去收款，此外，印

度的物流系統也尚未發展完全，這也

帶給電子商務店家在配送方面有很大

的問題。 

為了提高成功機會，企業必須學習改

善並採取策略。印度的成功企業，通

常是將主力放在優良的客戶服務，從

而建立買家的信任，除了可以維持住

客戶的忠誠度，也能節省開發新客戶

的成本，並能提高獲利。另外，部分

公司也可以透過專注在利基的產品類

別和市場區隔中脫穎而出。 

最後，企業除了要盡可能地降低成本

之外，還需要保持財務上的彈性，塑

造出一個強大的品牌，才能經得起長

久的激烈競爭。（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

孟買辦事處） 

印度咖啡及茶葉產品市場介紹 

簡介 

咖啡類 

印度的咖啡種植在年降雨量約 2,500

至 4,000 毫米、

下雨天數會超

過 100 天，接著

乾燥期也長達

100 多天 的地

區。印度境內的

咖啡種植區氣候各異，適合栽種不同

類型的咖啡。 

主要市場和出口地 

印度是亞洲第三大咖啡生產和出口

國，也是世界上第六大咖啡生產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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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出口國。 

印度占全球 3.9%的咖啡產量，阿拉比

卡(Arabica)和羅布斯塔(Robusta)這兩

個品種在 2014-2015 年期間個別佔印

度咖啡總產量的 30%（98,000 噸）和

70%（229,000 噸）。 

印度生產的咖啡，約有 70%出口，30%

是國內消費。2014 年，印度國內的咖

啡消耗量是 115,000 噸。 

在 2014-15 年期間，印度的咖啡出口量

為 286,545 噸，約 8 億美元。 

茶葉類 

印度茶葉是世界上最好的茶葉之一，

由於它有利的地理位置、重資投入茶

葉加工及創新、增加產品組合及策略

性地拓展市場。茶葉主要產區在東北

印（包括阿薩姆）和北部的西孟加拉

州（大吉嶺和 Dooars 地區），南印的

Nilgiris 山區也盛產茶。印度是世界上

最大的茶葉消費國之一，消費約占全

國 3/4 的產量。 

主要市場和出口地 

印度在 2014-15 年期間出口了 199,000

噸的茶葉，其中俄羅斯等獨立國協(CIS)

國家是進口印度茶葉的最大宗。此期

間，CIS 國家占印度 22.4%的茶葉出口

量，再來分別是伊朗約有 12.5%、美國

9.1%、英國 8.8%、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7.0%和德國 5.6%的出口量。 

印度有各種茶，包括加工紅茶(這裡指

經過 Crush, Tear, and Curl 程序的 CTC 

茶)、傳統茶、綠茶和有機茶。不像其

他生產和出口茶葉的國家，印度擁有

CTC 茶、傳統茶及綠茶的生產基地。 

印度供應高品質的特種茶，其茶葉含

有獨特香氣、強度、色澤及風味，如

大吉嶺、傳統阿薩姆和高級的藍山紅

茶(Nilgiri)。 

市場規模 

咖啡類 

 零售的利基咖啡每年成長約 10- 

12%。 

 有組織性的咖啡零售業市值約

250 億盧比(相當於 3.83 億美元)。 

 過去三年印度國內的咖啡消費從

55,000 噸增加到 75,000 噸。 

 咖啡產量占全世界的 3%。 

 出口占咖啡總產量的 80%。 

茶葉類 

 總成交金額約 22.5 億美元。 

 每年外匯淨收入約 4.13 億美元 

 自印度獨立之後的茶葉生產成長

超過 250%。 

 國內近 20 萬人口的收入來源。 

 50%的女性勞工。 

 國內市場的茶葉交易是透過拍賣

及私下銷售完成。 

 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茶葉生產和

消費國。 

印度主要產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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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薩姆(Assam) 

2. 西孟加拉州(West Bengal) 

3. 喀拉拉州(Kerala) 

4. 梅加拉亞州(Meghalaya) 

5. 卡納塔克州(Karnataka) 

6. 泰米爾納德州(Tamil Nadu) 

咖啡及茶葉進出口統計 

印度咖啡產業自 50 年代快速成長，從

1950-51 年的 18,893 噸增加到 1960-61

年的 68,169 噸。印度咖啡的成長，在

後期的自由年代更加強勁，可歸功於

政府讓咖啡農可以行銷自己的產品，

而不是賣給中央。2014-15 年的印度咖

啡產量已達到 327,000 噸。 

印度主要生產的咖啡為 70%的羅布斯

塔和 30%的阿拉比卡這兩個品種，目

前印度是全球第七大咖啡生產國，僅

次於巴西、越南、哥倫比亞、印尼、

衣索比亞和宏都拉斯。在 2013-14 年間

的印度咖啡產量占全球 3.46%、出口量

占全球 4.52%。 

印度咖啡的種植面積從 1960-61 年的

12.03 萬公頃到 2013-14 年的 41.89 萬

公頃，增加三倍以上。大部分的咖啡

園區集中在南部各州，如 Karnataka 州

（55%），Kerala 州（20.4%）和 Tamil 

Nadu 州（7.5%）。其生產力也從 1961

年的每公畝約 567 公斤提升到 2013-14

年的每公畝約 799kg。該行業大約有

280,241 位栽種者，其中 99%為小型咖

啡農，而 1%屬於中大型咖啡企業。根

據 2013-14 年的資料估計，這些農園每

天須僱用 613,161 人。 

印度咖啡出口 

印度咖啡出口超過 45 個國家，咖啡總

出口量在 2013-14 年達到 298,584 噸，

每噸市值 152,048 盧比。出口收入也從

2001-02 年的 105.03 億盧比（約 1.77

億美元）增加到 2013-14 年的 453.98

億盧比（相當 7.65 億美元），以 13%的

年複合成長率增長 

茶葉市場 

近兩個半世紀以來，印度在全球已擁

有茶葉的崇高地位。印度於 2014-15

年產量達到 11.97 億公斤，約 9.55 億

公斤產於北印，2.41 億公斤則來自於

南印，使其成為世界第二大茶葉生產

國。有趣的是，印度也在 2013-14 年消

耗 9.11 億公斤茶葉，成為世界上最大

的紅茶消費國。印度 2014-2015 年的出

口達到 1.97 億公斤，市值 6.19 億美

元，排名第四大茶葉出口國。 

從 2014-15 年的出口數量來看，最大的

出口市場分別為俄羅斯 3,914 萬公

斤、英國 1,858 萬公斤和伊朗 1,753 萬

公斤）。若換成用市值估算，順序則為

俄羅斯 9,443 萬美元、伊朗 7,573 萬美

元和英國 5,774 萬美元。所有種類的茶

皆由印度生產，然而 CTC 茶占 89%的

產量，而傳統茶(orthodox/green)和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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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則維持在 11%。 

根據 2013 年 12 月的資料指出，印度

的茶園面積約有 56.39 萬公頃，大小依

次為 Assam 州 30.4 萬公頃），West 

Bengal 州 14.04 萬公頃、Tamil Nadu

州 6.96 萬公頃和 Kerala 州 3.5 萬公

頃。據統計，印度茶類產業是該國內

第二大雇主，其聘用超過 350 萬人，

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勞工。 

印度咖啡及茶葉市場的暢銷品牌 

咖啡市場 

 暢銷品牌：Nescafe、Tata Coffee、

Bru 

 主要業者：Café Coffee Day、BRU 

world Café、Barista、Café Nescafe 

 品牌占比：Barista: 34 %、CCD: 

40%、Mocha: 20%、Qwicky: 4%、

Georgia: 2% 

建立新的市場切入點  

 印度聯合利華(HUL)於 2011 年在

孟買開設 Bru world Café 試水溫 

 星巴克和 TATA 於 2013 年合作咖

啡豆的烘烤 

 Dunkkin'Donuts 與連鎖的達美樂

比薩(Domino’s Pizza)有特許經營

協議 

 Café Coffee Day(CCD)和西雅圖

(barista) 與主要的石油公司如

HP、BP 和 India Oil 談論在加油站

設立咖啡館 

 出自 Reliance 集團的 Java Green 

Coffee 是從 2003 年開始經營的網

路咖啡館 

茶葉市場 

 Tata Tea 

Tata Tea 是 Tata Global Beverages 公司

的產品，其公司成立於 1962 年，初期

為 James Finlay 和 Tata Sons 的合資公

司，目前在世界各大洲都有運作，也

是世界第二大茶類製造公司。該公司

還有其他的茶類品牌如下：Tetley, 

Vitax, good earth, JEMCA, Laager 等。 

 Brooke Bond Taaza 

Brooke Bond 最 初 是 由 英 國 人

Sir Arthur Brooke 於 1869 年在曼徹斯

特創立公司，後來被聯合利華集團旗

下的 HLL(Hindustan lever Limited)合

併。像 Taaza 一樣，Brooke Bond Red 

Label 也是聯合利華(Unilever)底下另

一個受歡迎的茶葉品牌，Red Label 是

採用產自阿薩姆的茶葉加工製成的

茶，其強烈的味道及香氣簡直是無可

比擬的。 

 Lipton Green Tea 

立頓綠茶是立頓(Lipton)的產品之一。

該公司正式成立於 1890 年，總部位在

美國紐澤西州的 Hoboken。由於人們越

來越注重健康，近幾年對綠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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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變得多元。因此，立頓推出了各種

不同的綠茶，廣受綠茶飲用者的喜

愛。公司其他主要的茶類品牌如下：

Lipton Iced Tea, Lipton Black Tea 等。 

 Pataka Tea 

Pataka Tea是著名Pataka集團中飲料部

門的主力產品。Pataka集團成立於1952

年，茶飲部門則於 2000 年設立。自茶

飲部門成立以來贏得不少讚賞，並在

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成功。 

 Brooke Bond Taj Mahal Tea 

Taj Mahal Tea 也是印度聯合利華的產

品。挑選過的特別茶葉，有著如天堂

般清新的獨特風味，是此品牌被選上

的原因。很多印度名人如音樂家Ustaad 

Zakir Hussain 和寶萊塢明星 Saif Ali 

Khan 也都是這個品牌的擁護者。 

 Wagh Bakri Tea 

Wagh Bakri Tea 是 Wagh Bakri Tea 

House 的產品，其公司於 1892 年在

Ahmedabad 成立。 Wagh Bakri 是印度

第 三 大 包 裝 茶 公 司 ， 在 Gujarat, 

Rajasthan, Maharashtra, Delhi, 

Hyderabad, Chhattisgarh & Goa 都有著

極高的市占率。 

 Tulsi Green Tea 

Tulsi 綠茶是 Organic India 品牌中的獨

特產品，該公司由一群人在 1990 年成

立。Tulsi 綠茶在印度的草本茶市場頗

負盛名，那些注重健康的人喜歡 Tulsi

綠茶勝過其他品牌。此茶有助於維持

體重、改善代謝還有增強免疫力。 

 Society Tea 

Society Tea 是 Hasmukh 公司的產品，

該公司成立於 1933 年。其茶清爽的香

氣可以分解壓力。 

 Tetley Tea 

Tetley Tea 是 Tetley 公司的產品，早先

於 1837 年在英格蘭成立。印度 Tata 

Global Beverages 公司在 2000 年買下

它，目前它是印度最受歡迎的茶飲品

牌之一。 

成長動力  

全球即飲（RTD, Ready-to-Drink）咖啡

及茶飲市場，預期以 11%的年複合成

長率，在 2017 年達到 1,250 億美元。

亞太地區是最大的市場，也呈現出最

大的成長。咖啡在美洲及歐洲，享有

主要地位，但在亞洲和前俄羅斯，茶

飲則更受到喜愛。 

預期全球對即飲咖啡及茶飲的需求增

加，將來自於消費者對產品的健康益

處有更多的認識、人們忙碌的生活模

式及所得成長。新起的智慧型廣告及

行銷、鮮明的定位和提升即飲茶飲及

咖啡的功能，也是使需求增加的元素

之一。 

為了充分利用即飲茶飲及咖啡的成長

趨勢，企業投入巨資在機械的現代

化、品質升級、產品多樣化和品牌推

廣、創新以及市場拓展。有了較佳的

技術能力，並採用現代化的技術或流

程來改進、創造附加價值，就能更快

的滲透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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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檔的咖啡館文化，對印度的咖啡和

茶飲成長有顯著的貢獻。富有異國情

調的品牌和包裝，再加上一個動態的

產品組合，推動人們對即飲茶飲及咖

啡的需求。在過去 8-10 年間，人們喝

飲料的習慣和生活方式已有改變，他

們現在願意為了品質付出更多的金

錢。 

前景 

印度是世界第六大咖啡生產國，其咖

啡在國際市場已有利基，尤其在歐洲

更是如此。印度目前超過 80%的咖啡

出口，不過目前國內的需求每年成長

7%，或許在未來十年，將會改變這種

情況。連鎖零售咖啡店在印度的成

功，吸引到國際龍頭企業，他們和本

土企業合作，做促銷活動、打造酷炫

氛圍及創新的產品組合等策略來快速

拓展市場。印度的連鎖咖啡店數量到

2017 年可能會成長到 5,000 家。根據

國際咖啡組織（ ICO,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指出亞太地區的

咖啡消費未來將高速成長，預期在

2020 年將飲用掉全球 50%的咖啡。隨

著咖啡在全球越來越受到歡迎，如俄

羅斯和中國等更加速推動此種商品需

求。 

未來即飲咖啡的市場趨勢如下： 

 咖啡市場將把重心放在推廣，而

不是展店。 

 透過新開店及提供新服務來開發

市場。 

 吸引中產階級的上層人士。 

 極力提供國際水準的最佳咖啡體

驗。 

 隨著越來越多公司進入市場，將

面臨來自管理成本的挑戰。 

印度茶類產業帶來的好處： 

 印度茶類產業的總營業額估計有

1,000 億盧比。 

 透過出口茶葉賺取的總淨匯約

1,847 億盧比。 

 印度茶葉年出貨量 2.5 億公斤，是

全球第四大出口國。 

 印度獨立後，種植茶葉的面積增

加了 40%，但種植的茶葉已超過

250%。 

 光阿薩姆地區就生產超過印度總

產量的 50%，占世界茶葉 16%的

產量。 

 印度茶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產

業。目前全國各地的茶類企業至

少擁有 110 萬個就業勞工。 

 印度茶業幾乎提供了其他 1,000

萬人的就業機會。 

 印度茶業勞動力平均分配，不因

性別有異。 

政府措施 

咖啡產業 

咖啡委員會有 33 名成員，包括兼任主

席的執行長在內。委員會的主要職責

是從事咖啡領域的研究、推廣、開發、

品質提升、收集市場情報，外部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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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晉升以及勞工福利。咖啡委員會

在Karnataka州的Balehonnur設有一個

中央咖啡研究機構，還有其他地方如

Chundale、Thandigudi、Diphu 等也有

地區性的咖啡研究站，另外在種植咖

啡的園區也設立了部分的推廣辦事

處。 

茶類產業 

茶葉委員會(Tea Board)屬於印度工商

部底下的一個自治機構，總部設在加

爾各答，由委員長領導。30 個會員來

自彼此無利益相關的茶類產業人員，

另設有十六個區域辦事處。此外，它

還有三個位在倫敦、莫斯科和杜拜的

海外辦事處，主要是從事推廣性質的

活動。 

茶葉委員會負有廣泛的職責，主要責

任包括提供茶農、製造商和生產商在

資金和技術上的援助，促進出口和國

內推廣，還有調節和控管各式各樣的

行銷活動，包括茶葉拍賣在內。除此

之外，還有推動研發、協助勞工福利、

維護統計數據等。 

結論 

國內市場的快速成長，受到消費者的

所得提高、城市化和產品多元化所驅

動，因此企業需要在創新、推廣、品

牌經營、高科技機械和技術方面做投

資。隨著健康意識抬頭，再加上競爭

壓力，驅使企業在未來五年內開發新

產品，反過來也能促進產業需求。（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孟買辦事處） 

印度連鎖加盟產業介紹 

簡介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印度經歷了巨大

的變化，這也使其成為外資最優先的

投資目的地之一。隨著經濟日益全球

化和自由化，印度人民的心中也產生

了品牌意識。如今，印度已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發展也最快的新興市場之

一。 

由於其地域廣闊及文化多樣性，印度

提供了最有利加盟產業的巨大消費市

場。加盟業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在多個

方面都是有助益的，如創造就業機

會、獲得必要的商品和服務、擴大國

家的稅收等。自 2008 年以來，加盟業

迅速成長，也被那些規避風險的印度

企業家認為是用來開發國內龐大市場

的最可行選擇。加盟業已為印度的本

地公司塑造一個成功的企業模式。 

市場現況 

在自由化之後，印度經濟一直呈現穩

定發展。越來越多的年輕的人口、高

所得和城市化也刺激著消費成長，可

以預見零售和服務業在這一波消費熱

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大量的統計數據顯示農業不再是印度

經濟的主要貢獻者，印度在過去二十

年逐步成為一個以製造業和服務業為

主的經濟體。這種成長也推動著巨大

的創業慾望，在過去十年中，加盟業

已經是擴大市場規模裡最有利及最可

行的方法。某些垂直產業，如食品飲

料、教育、時尚、旅遊和飯店業都靠

著各種形式的加盟利益得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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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加盟體系在各行業的國內外業

者越來越受到歡迎，一些主要產業的

迅速發展可歸因於加盟經營的成功。

這些具有高度前景，在印度成功經營

加盟的主要行業有：零售經營食品和

飲料的加盟、健康及美容保健類的消

費者服務、教育和培訓個人成長及潛

力行業，這些業種正推動著整個印度

連鎖加盟業的發展。 

印度的連鎖加盟業比重包括醫療保健

／美容類（ 3% ）、資訊科技服務

（14%）、IT 教育（40%）、學齡前教育

(Education -preparatory) 與 時 尚 類

（10%）、專業服務（11%）、零售業

（  9%）、娛樂產業（4%）、餐飲類

（2%）、網咖（2%）和雜項服務（5%）。 

成長動力 

印度是一個快速變化的國家，目前正

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消費熱潮。雖然

世界其他地區仍面臨著經濟成長放緩

的影響，但印度每年成長約為 6 – 

8%，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

一。經濟的快速成長也讓大約 3 到 3.5

億的中等收入人口具有較高的所得，

這群人持續推動著印度的消費需求。 

消費增加的許多因素包括興起的都市

化年輕菁英人口，隨著可支配的金額

增加改變生活方式，安裝衛星電視、

對西方物品的需求、國際視野、想要

有品質的零售產品選擇空間，以及更

多的產品選擇及取得。 

印度對商品的巨大需求創造出對加盟

業的更大想望。有著十億的印度人口

正以每年 2.5%的速度增加，這群中產

階級的人口，他們對購買優質產品和

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他們尋求有著

國際品質的產品，而這種趨勢在未來

五年及以後有極大的可能會繼續維持

下去。 

主要業者 

印度的連鎖業者現況，可分為兩個部

分： 

(一) 通過加盟或與印度當地集團合資

的國際公司： 

1. 連鎖租車店--Hertz, Avis and Budget 

car rental; 

2. 連鎖飯店集團 -- Radisson, Best 

Western, Quality Inn hotels; 

3. 連鎖食品業者 -- Kentucky Fried 

Chicken, Domino’s Pizza, TGI Friday’s, 

Ruby Tuesday, Subway, Baskin 

Robbins,Krispy Kreme donuts ; 

4. 連鎖咖啡店--Starbucks 等國際知名

品牌都已在印度主要城市開設分店。 

(二)印度本土業者： 

1. 旅遊業連鎖店--Thomas Cook, Cox 

& Kings, Kuoni, SOTC, Raj Travels; 

2. 連鎖幼稚園--Euro Kids, Kidzee; 

3. 連鎖咖啡店--Café Coffee Day for 

food and beverage  

4. 連鎖醫院--Apollo Hospitals 

5. 連鎖洗衣店—PRESSTO 是 1994 年

於西班牙成立的國際連鎖洗衣店，今

日在印度主要城市已隨處可見，是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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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洗衣店的第一大品牌。 

主要印度連鎖業者介紹如下： 

 Thomas Cook: Thomas Cook & 

Son 於成立 1881 年，總部位於孟

買，是印度知名的旅遊品牌。 

 Cox & Kings: Cox & Kings 旅遊集

團成立於 1758 年，是印度歷史最

悠久的旅遊公司，總部設於孟

買，另外在印度 12 主要城市: New 

Delhi, Chennai, Bangalore, Kolkata, 

Ahmedabad, Kochi, Hyderabad, 

Pune, Goa, Nagpur and Jaipur 皆設

有分公司，整個集團的從業人員

達 5,000 人。 

 Kuoni SOTC: 1996 年成立，截至

2014年在印度全國擁有80家加盟

商。 

 Raj Travels for travel and tourism: 

擁有遊覽車隊，專營團體旅遊。 

 Euro Kids:是印度的教育公司，成

立於 2001 年，截至 2014 年 Euro 

Kids在全印度擁有 990間 直營與

加盟的分校。 

 Café Coffee Day:是印度最普及的

連鎖咖啡店，截至 2014 年全印度

已有 1,530 家分店。 

印度連鎖加盟產業的法律規範 

身為 WTO 成員國，印度對連鎖及零

售業卻採取了閉關鎖國的策略，外匯

管理法案（FEMA）尚未 100%允許外

資零售商在印度投資開店，用此保護

印度本土業者，但也造成印度本土品

牌的競爭力低落，其他相關法規如下: 

1. 印度合約法 (The Indian Contract 

Act)：界定連鎖業者在印度取得加盟經

營協議之各方權利和義務。 

2. 競爭法(Competition laws) ：透過規

範企業的反競爭行為，以達成促進或

維持市場競爭之目標，本法管轄連鎖

業者的價格、商品註冊。 

3. 智慧產權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保障連鎖業者之商標、專利、

註冊外觀設計和所需加盟經營協議的

技術援助。 

4. 消 費 者 權 益 保 護 法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顧名思義，此法律

保護消費者在連鎖店消費的各項權

益，相關業者開店皆須遵守此條法

規，以維護印度消費者在商品及服務

上的權利。 

5. 勞工法(Labour laws) ：詳細界定業

者雇用印度勞工的各項規定，如各州

勞工每週工時、住宿規範等。 

6. 所得稅法(Income Tax Act) ：印度在 

1961 年所頒布的所得稅法規定企業

與個人所得稅的相關事務，至今尚無

重大改變，其他租稅也有特定的法令

來規範。 

7. 印度儲備銀行提出的所有規定(All 

rules issued by the RBI) ：遵守印度儲

備銀行公布的各項規定，是連鎖業者

進軍印度的必要條件。 

連鎖業的挑戰 

1. 區域授權管理：印度幅員廣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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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分區授權經營，是連鎖業者在印度

經營的一大哲學。 

2. 昂貴的地價：印度各大都市的租金

相當高，連鎖業者需審慎評估。 

3. 權利金的制定：印度各州貧富差距

懸殊，大部份的印度加盟商認為外資

連鎖店的權利金太高。 

4. 缺乏連鎖業的專門法規：目前印度

連鎖業尚未具有全面性的經營加盟法

律來規範這個產業。事實上，印度的

加盟業需要遵循該國內的某些法律，

多種約束經營加盟的法律適用性，遂

衍生出複雜的協議問題和模糊之處。   

未來遠景 

印度中產階級崛起，為連鎖加盟帶來

新機， 近幾年印度中產階級的消費文

化有顯著提升，預計在未來幾年也將

持續改變他們的消費行為，讓印度整

體消費力成長，這種意識的提高，讓

印度愈來愈多的消費者購買產品時會

要求售後回饋，購買產品前會先詢問

製造商的背景及購買的店家是否為零

售連鎖企業；或先了解欲購買的產品

市場狀況及技術，並要求「值得信賴

的」製造商供應一系列的產品，更傾

向於多家比價後購買物超所值的產

品。 

印度中產階級的收入主要花費在房屋

貸款或房租，20%則購買食品和雜貨， 

20%的收入採購服裝等相關商品，該族

群相當年輕，意味著印度將有更多的

青年，打開消費的新思路並刺激消費

成長。 

創新和有變化的產品及觀光休閒生活

消費，可讓錢潮的周期不斷循環。印

度國內消費潛力的成長現象亦將更長

久，也為連鎖產業帶來每年約 30%的

成長率，預估至 2020 年，印度的連鎖

業市場將達 200 億美元的規模。 

結論 

印度連鎖業目前正處於從都市往鄉村

發展的階段，可以在許多二、三線城

市看到許多通過印度政府特許經營如

食品、教育、零售、美容美髮、化妝、

服飾及旅遊等產業的連鎖店身影，而

發展模式仍以印度國內集團獨資占多

數，但亦有不少業者往大型化與連鎖

化發展，採取連鎖加盟的經營型態，

同時隨著印度中產階級的崛起及城鄉

差距的縮小，也為連鎖加盟業者帶來

逐年成長的龐大商機。（台北世界貿易

中心駐孟買辦事處） 

印度運動器材市場介紹 

在過去印度 10 年時間，運動器材在一

般消費者眼中屬於一個專門為男性鍛

鍊一身肌肉，給特定族群使用的活

動，如運動員、健身教練及演員等等，

相較來說普遍印度女性選擇跳舞及有

氧運動。隨著印度經濟成長，人民平

均收入提高，隨之而來的消費能力、

健康意識以及現代疾病（如糖尿病、

膽固醇、肥胖症等）均帶動著印度運

動器材產業發展。在現代人生活習慣

改變下，越來越多人願意花更多時間

在美容及健身，健康等等，也因此促

進運動器材市場成長。 

根據市調機構 Marketresearch.com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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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顯示，2014 年印度健身器材產業市

場規模約 75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約在

25％，估計 2015 年有機會達到 93 億

美元。Marketresearch 調查亦顯示，在

平均人民所得收入提高的情況下，上

班族除了賺錢，有更多時間消費在娛

樂及健康活動，並且越來越多人願意

投入健身器材及運動等對身體有益的

活動。Snap Fitness India 總裁 Dr. 

Vikram 更表示，印度運動器材產業在

過去幾年之間爆發性成長，一般人民

生活習慣明顯改變，在印度過去的紀

錄，少有人前往健身中心運動，至今

已有許多消費者為了健康願意一週前

往超過 3 次，也代表著市場相當可觀。 

由於印度許多產業沒有特定產業聚

落，運動器材同樣在全印度各地發

展，據統計全印度大約僅 25％運動器

材產業屬於有規劃性的產業聚落，且

大多位於印度前五大城市包括新德

里、孟買、邦加羅爾及清奈地區，其

他大部分則屬於中小型家族形式經營

的小型店面為主，主要器材來源包括

印度零星製造業、中國、台灣以及高

端器材製造國如歐美國家（價格較

高）。 

生活習慣改變，運動器材潛力大 

印 度 保 健 及 健 康 協 會 (Indian 

Association of Health and Fitness, IAHF)

理事長 Mr. Sarbjit Singh 表示，印度健

康產業市場龐大，具有高度發展潛

力，另外在生活習慣改變的情況下，

加工食品及速食業的普及化導致許多

現代疾病大量增加，肥胖則是其中之

一。統計顯示，肥胖已是全世界面臨

的嚴重疾病，印度同樣不例外，根據

2014 年調查顯示，印度在全世界肥胖

問題國家名列第三，僅落後美國及中

國，估計印度肥胖人口約約 3,000 萬人

(2013 年)，是全世界肥胖人數 15％人

口，而原因都可歸咎於食物及生活習

慣，也因此運動器材市場在印度可期。 

一份 2014 年調查顯示， 若計算新德里

(New Delhi)、孟買(Mumbai)及邦加羅

爾(Bangalore)地區健身人口約 480 萬

人，S 氏表示，由於運動器材價格高，

一般民眾不一定消費的起，但是反過

來說民眾願意去健身中心運動，因此

帶動另一種形式的市場，那就是健身

中心。印度目前沒有重要公協會或是

規範這些運動器材的使用方式及安全

標準，未來印度政府面臨的挑戰包括

如何整合這些健身中心，提供系統化

的證照或是營業證明、教練認證機構

的成立及產業聚落的發展。 

考量到方便性，購買運動器材除了價

格較高，另外需要龐大空間擺放，許

多印度消費者轉向報名健身中心，而

這些中心為了增加收入另外提供減肥

諮詢、重量控制等多種項目課程。以

邦加羅爾一家公司為例，Trueweight

公司提供減肥諮詢、食品及食品管控

等課程，一般費用大約為 3 個月 1.8 萬

印度盧比（約 9,000 台幣）。 

另外，在智慧型手機及網路的普及化

下，許多機靈的業者轉向手機 App 軟

體整合健身中心，使用者安裝 app 後

即可查詢各地區健身中心資料，並且

可選擇付費報名。以孟買一家知名手

機 app 業者 Fiticket 為例，該公司在孟



 

 

 

28 

買地區邀請並整合 450 間健身中心，

且軟體在測試階段(Beta Version)前幾

個月就立刻收到超過 500 個報名者，

目前該公司表示每一個月有超過 1,500

位新使用者加入，而該平台提供的固

定費率為每月約 2,500 盧比（約 1,250

台幣），可見當地消費者相當買單。 

  圖 1：印度健身中心常常客滿，市場

可觀 

印度運動設備產業缺乏規範 

由於印度政府沒有明確管制相關健身

中心規範，許多印度業者表示外國企

業重要性因此提高。主要原因在於多

數國外企業包括歐美及台灣都已有明

確認證、生產流程及安全規範等，因

此這些企業在進入印度市場時，可同

時帶動當地企業的榜樣，製作流程及

安裝方式等等均可成為印度企業的樣

本參考，因此廠商在進入印度市場前

可事先了解當地業者對於產品了解及

當地銷售，當地消費者的使用狀況等

等，可因此提昇產品形象。 

以印度清奈地區一家知名業者 S&T 

Welcare 為例，該公司主要銷售之運動

器材多數來自台灣，該公司表示台灣

運動設備品質良好，價格非常具有競

爭力，而台灣廠商通常除了有完善的

製造流程及認證，另外也提供完整的

產品教育訓練，指導經銷商及消費者

更加了解產品使用方式及安全性等問

題。 

印度運動設備產業除了缺乏規範，沒

有特定產業聚落，政府亦無特別嚴格

管制，也因此雖然運動設備產業市場

在印度快速發展，但相對也出現許多

問題，包括製作流程無嚴格認證，健

身教練、「專業人士」常無執照或證

書。最常見的例子是製作業者為了節

省成本常偷工減料，工廠無真正的專

業人事來監督生產流程，產品有瑕疵

成為印度常態，而在業界中，許多健

身中心的教練並無執照，許多業者自

稱提供運動諮詢或減肥課程，但實際

上無法證明其專業能力，常有店面大

量增加但找不到教練的情況發生。許

多業者表示就目前印度市場狀況，必

須由印度政府直接創辦認證機構才能

夠具有公信力，又或者若有知名國際

認證機構核發認證也不失為一種方

式。 

 

 

 

 

 

圖 2：印度製造運動器材常有缺陷，卡

榫不準，缺零件及品質不佳問題 

 健身中心初期成本高 

雖然印度總理莫迪提倡健保產業發

展，政策中看好相關企業包括美容、

健康、運動等產業，並且提供相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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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優惠，惟由於運動器材市場在印度

主要是靠中產階級及上流階級的消費

能力，高端消費主要用於自家，通常

採購額有限，中階消費者則主力於健

身中心，而這些健身中心在初期投資

通常遠高於美容保養業。最普遍的案

例在於場地租金及設備價格高，專業

人才少，相對美容業相關專業人才

多，又係一個生活中的必需品，相較

健身中心得以很快回本。 

根據調查，在印度一間健身中心初期

投資資金必須準備超過 1,000 萬印度

盧比（相當於 15 萬美元），除了需要

場地空間，場地租金在印度不斷飆漲

外，另外必須添購相當數量設備才能

夠正常營運，也讓許多業者在投資之

前再三考慮。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

如何宣傳及如何招攬客戶入會，由於

印度運動器材產業的凌亂，大多還是

依靠私人店家自立門戶，大型聯鎖業

者較少，因此資訊不透明，價錢也常

亂開，只至最近兩年在手機 app 的開

發之下方開始稍有改善。印度顧問公

司 Everstone Capital Advisor 代表 Mr. 

Dhanpal Jhaveri 表示在印度，若要開一

家成功的健身中心，首先必須考量地

點，往往都是必須要在所謂的「蛋黃

區」設立，而這些黃金店面通常租金

非常高，導致任何企業若要設立一家

設備齊全、合乎安全規格之建設中

心，初期成本至少答 2,000 萬至 3,000

萬盧比（30 萬至 45 萬美元），通常也

必須要經營超過 4-5 年才開始回本，中

小型公司通常不願意冒險。 

D 氏表示，雖然初期成本高，但由於

產業凌亂，沒有特定產業聚落，也代

表著強力的競爭者少，加上印度消費

能力提高，若以長期投資分析，運動

器材產業在印度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及利潤存在，小型企業在印度有自行

的一套營運模式，相對來說也代表印

度有相當的發展空間可以讓業者成

長。 

印度運動器材未來發展可期 

在印度健康觀念是一個近年隨著經濟

成長逐漸形成的產業，隨著人民收入

提高，知識能力上升，健康意識抬頭，

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健身，因此帶動

相關產業發展。 

有組織性的廠商在印度發展雖然比例

不大，但發展速度快，並且鎖定中高

階級消費者，透過現代科技招攬客

戶，再透過加盟方式陸續增加店面及

知名度發展，以國際公司 Anytime 

Fitness 為例，該公司目前在印度有超

過 2,400 家健身中心，其中 95％屬於

加盟店，另外許多業者也表示，印度

市場可觀，未來兩年發展可望倍數增

加，但發展方式將集中在加盟店為

主。（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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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育吠陀醫學產業介紹 

印度阿育吠陀醫學的源起 

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a，又稱生命

吠陀)醫療體系醫學，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醫學體系之一。阿育吠陀傳統醫學

可以追溯到大約西元前 3000 年的吠陀

時代。它以世界上最古老的有記載的

綜合醫學體系而著稱，五千多年來被

無數的印度家庭使用著。 

根據印度古代神話記載，阿育吠陀的

起源頗具傳奇色彩。它是由印度教三

大神之一的創世者梵天(Brahma)在創

造人類之前為保護人類而創建的。梵

天先把阿育吠陀傳授給醫學之神孿生

的雙馬童(Aswins)，他們又傳授給專司

雷雨的天神因陀羅(Indra)。因陀羅傳授

給在人間修行的賢達之士，他們再傳

授給他們的後代和弟子。 

阿育吠陀療法經過了幾千多年的發展

和進化，其療法通常是基於複雜的中

草藥化合物，大約經過 1000 年後開始

加入礦物和金屬物質(咸認是受到早期

印度煉金術的影響)。古老阿育吠陀療

法同時教授外科技術，包括鼻子整

形、去除膀胱結石、異物的提取和傷

口縫合等技術。 

阿育吠陀醫學影響或改善了世界上幾

乎所有的醫學體系，古埃及人透過與

印度的海上貿易，瞭解了阿育吠陀醫

學。亞歷山大大帝的入侵，使希臘人

和羅馬人接觸到阿育吠陀，傳統的尤

那尼(UNANI)醫學也是在這種交流中

形成的。隨著佛教東傳，阿育吠陀醫

學也傳播到東方，並對西藏醫學和傳

統的中醫草藥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阿育吠陀醫學的概念及原理 

阿育吠陀醫學不僅是一門醫療體系，

而且代表著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梵

文的阿育吠陀(Ayurveda)由 Ayur(指生

命)和 Veda(為知識、科學之意)兩個字

組成，因此阿育吠陀一詞的意思為生

命的科學。依據阿育吠陀的論點，人

類應該和自然界和諧共存，而疾病的

產生是由於這種和諧被打破了。透過

利用自然界及其產物恢復這種基本平

衡是阿育吠陀醫療的主要手段和目

的。這種觀念不僅用於治療疾病的過

程，而且還適用於疾病的預防。 

 阿育吠陀醫療體系的診治更專注於人

的特性而非疾病的特性，因此在做出

診斷之前，病人的年齡、居住環境、

社會及文化背景及其體質都是要考慮

的層面。診斷的主要手段包括觸摸、

檢查和交談等，並利用草藥去調整體

質。它們的基本作用是激發各項器官

的功能，因此阿育吠陀醫療的目的是

透過調節飲食而化解健康問題，同時

不會產生副作用。 

阿育吠陀最初是靠口耳相傳傳承，一

些阿育吠陀的概念在古老的印度河流

域文明的時代就已經被發現。雖然印

度歷史上歷經多次被外國佔領，阿育

吠陀療法不僅在印度本土持續盛行傳

承 5000 年，更進一步推廣到世界各地。 

阿育吠陀醫學最早在梵文史詩摩訶婆

羅多發現，古典梵文描述的阿育吠陀

醫學分成八個組成部分，分別為： 

1. Kayachikitsa：內科，一般醫藥 

2. Kaumarabhritya：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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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alya Tantra：外科，外科手術技

術和異物的取出 

4. Shalakya Tantra：頭頸外科學及治

療、眼科學和耳鼻喉科學 

5. Bhuta Vidya：精神病學 

6. Agada Tantra：毒物學 

7. Rasayana：延緩身體老化的老年

學，以延長壽命、增加智慧和力

量 

8. Vajikarana：生育學 

阿育吠陀提供了一種智慧的概念和做

法，幫助人們在實現全部潛能的同時

一樣保持活力。提供了理想的日常和

季節性活動準則，包括因應四季的變

化、飲食、行為和正確使用我們的感

官。阿育吠陀提醒我們：健康是我們

的身體、心靈和精神與環境的平衡所

集成。 

 
清奈阿育吠陀診所阿育吠陀藥房 

印度阿育吠陀醫療體系概況 

印度目前西醫方面共有 1萬 5,000餘間

醫院、9 萬餘張病床、170 間醫學院及

50 餘萬個西醫醫生。而在阿育吠陀醫

療體系方面，則有近 37萬位醫生、2,200

家醫院、2 萬 2,100 間診所、病床總數

3 萬 3,000 床。同時在鄉下小村落還有

許多未經合法取得執照而仍在執業的

阿育吠陀醫生。印度有些地區至今許

多人仍仰賴阿育吠陀醫療系統來醫治

疾病，由其是西南部的喀拉拉州

(Kerala)。在印度，有 60%的醫師在治

療病人時曾經或大部分採用非對症療

法，除了近 37 萬個阿育吠陀醫師外，

另有超過 17 萬個順勢療法醫師。 

阿育吠陀醫療體系是透過平衡個人的

生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一種替代醫

學體系。執業醫生經由視覺和觸覺的

多觀察並分析病人的病史和生活方式

來診斷。阿育吠陀的治療措施包括草

藥和精油、瑜珈和按摩等。此外，病

人可能會被要求改變飲食習慣或生活

方式。 

印度莫迪政府於 2014 年 5 月底上台

後，並於 2014年 11月 9日成立Ministry 

of AYUSH(Department of Ayurveda, 

Yoga and Naturopathy, Unani, Siddha 

and Homoeopathy 簡稱 AYUSH)，專責

阿育吠陀、瑜珈和自然療法、尤那尼

(Unani) 、悉達 (Siddha) 和順勢療法

(Homoeopathy)的研究和教育。 

印度阿育吠陀醫療及相關產品產業 

根據美國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 的估

計，全球中草藥藥品和補給品 2017 年

市場規模約為 1,070 億美元，而印度阿

育吠陀中草藥相關產業一年產值估計

約達 10 億美元，每年外銷金額約達 1

億美元，佔印度阿育吠陀產品產值

10%。在外銷產品中，其中大約 60%

為純草本產品，外銷到國外進行進一

步加工，30%為完成的阿育吠陀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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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10%為半成品，銷到國外後進一步

加工為最終產品。 

 

Himalaya 專賣店 Himalaya 保肝藥 

印度有大約 8,400 家左右的阿育吠陀

藥品生產廠商，但其中大部分的規模

是相當小的，包括許多社區的小藥

房，以自己的配方生產所需要品。據

估計，印度阿育吠陀草藥在生產總值

的十億美元。 

印度有許多大型阿育吠陀產品製造

商，有完善的製造設備生產的產品供

應印度國內和國際市場。印度的主要

阿育吠陀產品製造商有 Dabur 、

Baidyanalh、Zandu、喜馬拉雅藥品公

司(Himalaya)、查拉克製藥(Charak)以及

Emami 集團等。這些公司即佔有印度

阿育吠陀產品市場的 85%。 

印度仍有許多小型阿育吠陀產品製造

商，這些小型生產商包括一些阿育吠

陀專家和微型製造商，只有生產少數

的產品，並在小區域內銷售。雖然如

此，有些小製造商在區域市場有極高

的知名度，有些並擴展至出口市場。

其中不乏我國許多消費者非常喜歡的

品 牌 如 Medimix 、 Biotique 、 Forest 

Essentials(2000 年創立)和 Kama(2002 年

創立)等品牌，都各有不少喜好者。 

 

Forest essential 專賣店  KAMA 專賣店     

Pantajali 商店 

早期印度阿育吠陀產品大都專注在醫

療用品上，所以一直以來，印度阿育

吠陀產品市場為少數幾家大公司所掌

控。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有一些其他

業者加入，所以今天印度大約有 30 家

公司的阿育吠陀產品產值達一百萬美

元以上。這些新加入的業者有許多是

生產“快速消費品”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簡稱 FMCG)，主要項

目包括食品、飲料和個人清潔用品

等。如 Unilever(聯合利華)在印度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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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Hindustan Unilever 亦曾於 2003 年推

出阿育吠陀產品品牌 Ayush，不過當時

行銷策略為僅提供網路銷售，加上訂

價為一般產品的 2 至 2.5 倍價格，並未

成功拓展阿育吠陀產品市場。不過該

公司已於 2014 年底從新推出 Ayush 阿

育吠陀產品，隨著印度中央政府設立

AYUSH 部以推廣阿育吠陀，一般咸認

為該公司將可因此在拓銷市場上獲得

一些優勢。 

阿育吠陀產品產業的前景和面臨的挑

戰 

印度阿育吠陀產品產業未來發展最大

的優勢，首先為保健產業是從來不受

景氣影響而穩定成長的產業，其次為

醫療產品為各種收入階層的消費者都

必須的產品。加上目前消費者對於各

項化學產品及添加劑疑慮漸深，有一

股反璞歸真的趨勢，為阿育吠陀產品

未來發展充滿光明前景。 

德 里 製 藥信 託 (Delhi Pharmaceutical 

Trust)主管 Mr. AnanthaNarayana(之前為

印度Dabur及Hindustan Unilever阿育吠

陀部門負責人)表示，早期大部分的阿

育吠陀產品公司專注在醫藥產品是錯

誤的決策。他表示由於缺乏科學統計

及認證，阿育吠陀藥品很難獲得阿育

吠陀醫師以外的醫師認可而開具處方

藥品給病人，阿育吠陀產品最大的潛

力是在 FMCG 產品，他以 Himalaya 為

例，自 1930 年開始至今該公司歷經 80

餘年，目前藥品部門年營收約 60 億盧

比，然而該品牌的其它 FMCG 產品推

出不到 10 年時間營業額已達 90 億盧

比，已遠大於藥品。 

阿育吠陀產業係古代流傳下來，少經

現代化科學技術驗證或改良生產技

術，印度雖然在阿育吠陀醫療教育培

育人才方面已建立一套制度，不過在

相關產品的規範建立尚落後一大截，

加上除少數大型業者工廠具有 GMP

認證外，大多數小型業者仍延續傳統

方法製造，對於使用的原料來源和品

質的控管缺乏一套有效的控管。印度

政府也尚未建立一套大部分產品沒有

完善的產品文件，也沒有一套品質驗

證系統，未來阿育吠陀產品推廣的主

要障礙在於： 

1. 沒有完善的產品含量和生產流程

文件 

2. 沒有一套現代化品質驗證系統 

3. 每批產品品質不一 

4. 大部份產品效能僅憑口耳相傳，

缺乏科學驗證 

5. 缺乏世界級的醫療中心 

加上根據調查，在美國網路上銷售的

印度製造阿育吠陀產品，有高達 20%

的比率含有劇毒性的鉛、汞及砷等重

金屬。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標準和

認證體系，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台北

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處） 

美極重回印度速食麵市場 

美極(Maggi)速食麵，被稱為印度人最

愛的麵條，即將重回印度市場，競逐

300億盧比印度速食麵市場。美極速食

麵係雀巢印度分公司旗下明星產品，

因遭印度食品安全及標準管理局

（FSSAI）下令禁止銷售並全面回收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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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回收銷毀該產品損失 6,700 萬

美元，商譽損害極大。 

美極速食麵禁售期間，銷售損失約 1

億 5,300 萬盧比，2014 年營收 200 億

盧比；雀巢印度 2015 年第 3季營業利

潤僅 12.4 億盧比，較 2014 年同期的

31.1 億盧比，劇跌 60%；產品淨銷售

金額 173.6億盧比，較 2014年同期衰

退 32%。 

美極速食麵，市占率曾高達 96%。2015

年 6 月 2 日部分州聲稱在該產品驗出

過量鉛，隨即 FSSAI 禁止該產品在印

度銷售。6 月 30 日孟買高等法院允許

美極速食麵外銷；8 月 13 日孟買高等

法院判取 FSSAI 對美極速食麵禁令取

消，FSSAI須於 6周內對美極速食麵進

行複驗:10月初，美極宣稱其產品已通

過複檢，並重新開始生產，將於 11月

上市。 

風波以來，印度速食麵市場重挫。印

度利華前負責人表示，草率誇大負面

的隨意打擊一家國際知名公司，打擊

外商的投資意願。雀巢印度則透過新

任印度籍董事總經理，加強公關聯繫

重回市場。（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

各答辦事處） 

印度國際塑膠展展出成效佳 

為拓展我國橡塑膠產業，外貿協會頃

參加印度國際塑膠展，該展於印度東

部經貿樞紐的加爾各答舉辦。印度塑

膠工業始於 1957年生產聚苯乙烯，目

前產業散布全印度，有 3 萬家工廠，

從業人員達 400 萬，由於 9 成以上業

者都是微中小型規模，具出口實績業

者僅有 2,000家。 

印度塑膠工業已經可以生產、外銷塑

料、塑膠模壓產品、聚酯纖維薄膜、

薄板、塑膠行李箱、書寫器具、塑膠

袋子、聚氯乙烯、塑膠皮、包裝材料、

消費用品、衛浴用品、電子配件、實

驗技醫療耗材、雨衣、塑膠板、漁網、

旅行用品及服飾等。 

本展每 3 年舉辦一次，上一屆 

Insplas 2012 參展廠商 275 家，本屆

Insplas 2015 參展廠商 236 家，包括

印度主要橡塑膠公會 AIPMA, CIPET, 

GSPMA, OPPI, PLEXCOUNCIL, AIFTMA, 

TAPMA, IPI, Indian Institute of 

Packaging，參展印度石化大廠包括

Haldia Petrochemicals Ltd., 

Reliance Industries Ltd., Indian 

Oil Corporation Ltd, HPCL-Mittal 

Energy Ltd等。 

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與國內 8

家業者以台灣國家館名義參展，塑料

參展成效佳；外貿協會亦於該展推廣

2016 年台北國際塑橡膠工業展，積極

洽邀印度業者明年赴台參觀採購。（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印度東北各州全力發展農林產

業，商機潛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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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東北地區各州農林產業發展潛力

大，該地區具出口潛力園藝產品包括

柑橘、香蕉、鳳梨、木瓜、波羅蜜、

薑、黃薑、辣椒及馬鈴薯等，其他像

蘋果、百香果、綠色蔬菜、切花及香

料也具商業開發價值。 

由於地理環境阻隔及道路交通基礎建

設不足，有關園藝產品的出口僅有柑

橘、水果、生薑及鳳梨等。要提高印

度東北地區各州園藝產品的出口，需

要加強基礎建設及其他相關支援系

統。如園藝產品的生產技術低、倉儲

設施不足、市場基礎設施有限及運輸

設備不足等。 

該區域的航空設施也是相當不足，目

前僅阿薩姆州Guwahati的L.G.B.國際

機場有國際航線，惟對園藝產品的出

口尚無助益。該機場目前僅有少量航

空貨運，連接國內主要城市如德里、

孟買、清奈及加爾各答等。 

該地區市場主要是由私人小貿易商主

導，尚無大型組織、企業化行銷，園

藝產品的出口仍受限於基礎設施不

足、產銷體系不全等。該地區園藝產

品雖然生產過剩，該地區的食品加工

產業仍有待發展。 

該地區園藝產品出口需加強下列投

資：改善Guwaha國際機場國際航空貨

運設備，改善加爾各答機場航空貨運

轉運設施，改善加爾各答港口設施，

加強東北各州鐵路網路有關轉運運輸

鐵路聯繫，增建東北地區丘陵地形產

品運輸鐵公路建設。 

目前該地區園藝產品出口係由當地貿

易商透過各自管道採購，再經由陸路

邊境貿易管道出口到孟加拉國暨緬甸

等鄰國。 

印度地域廣大，有各種不同的土壤和

氣候，構成幾個農業生態地區，生產

各種園藝作物。這些作物包括水果、

蔬菜、根及塊莖作物、鮮花、藥用和

芳香植物、香料和調味品等。這些園

藝作物栽培區域面積僅佔全印農業栽

種區域面積的8.5%，產值佔農業生產

總值的28.5%，農產品出口總值的52%。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的水果暨蔬菜生產

國，計生產水果4,300萬公噸，種植面

積401萬公頃，佔全球產量的比重是

54.2%；生產蔬菜8,862萬公噸，種植

面積615萬公頃，佔全球產量的比重是

11%。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香蕉、

花耶菜、腰果、椰子、檳榔、香料及

香料產品生產國，全球第二大洋蔥生

產國，全球第三大高麗菜生產國。印

度花卉種植面積10萬6,000公頃，年產

2,585萬公噸的切花，其中53萬公噸耗

損。 

在印度，園藝作物除了是經濟作物，

更被視為是改善農業、提升農民生活

的一個出路。園藝作物產品平均價值

高，可提高農民所得，農民改種更可

提高農產品種植的多樣化、增進土地

的有效利用、創造就業機會及加強出

口創匯。 

在印度經濟較發達的州，營養過剩及

對健康的關切，消費者飲食習慣也由

攝取高脂肪、高膽固醇的食物，逐漸

轉變為注重對水果和蔬菜的攝取。由

於印度國內運輸、倉儲及食物包裝管

理等尚待加強，造成水果和蔬菜進口

的增加，對外匯短缺及國內生產過剩

的印度來說，有利於園藝作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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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園藝產

品不僅具有良好的潛力，在加工、銷

售、及配銷上都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

會。 

印度正針對各地不同氣候和土壤條

件，推廣栽種水果，如蘋果、杏、杏

仁、西洋梨、腰果、櫻桃、椰棗、無

花果、葡萄、芭樂、波羅蜜、甜檸檬、

檸檬、荔枝、芒果、柳丁、木瓜、鳳

梨、李子、梨、桃、梅子、石榴、草

莓、核桃等。印度也在加強蔬菜出口，

包括洋蔥、馬鈴薯、黃瓜、蘑菇、大

蒜、豌豆和綜合蔬菜。 

印度東北梅加拉亞州（Meghalaya）得

天獨厚，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經

濟作物、動物、藥用植物、森林、煤

炭、石灰石、長石、石英、矽線石、

花崗岩、工業黏土及鈾礦等。梅加拉

亞州經濟以農業與礦產為主，在

2011-12財年州生產總額(GSDP)為36

億4,000萬美元。2004-05財年至

2011-12財年GSDP複合年成長率

(CAGR)14%。 

梅加拉亞州教育基礎設施完善，識字

率為75.5%，英語通行。有利的農業氣

候條件，農業、園藝和林業具發展潛

力。  

主要生產水果種類：柑橘、鳳梨、香

蕉、木瓜、梨、芭樂、李子、桃子和

杏。在 2010-11年水果產量24萬1,900

公噸，蔬菜產量為36萬5,500公噸。生

產之香料：黃薑、生薑、黑胡椒及月

桂葉。該州亦在推動茶葉、腰果、油

籽、番茄、蘑菇、小麥、甜豌豆和丹

參等作物的種植。其他作物包括水

稻、玉米、豆類、棉花、黃麻等，穀

物年產量23萬5,600公噸。 

該州境內有維管束植物3,331種，蘭花

品種300多種。生產裝飾植物如大麗

花、美人蕉、唐菖蒲、海棠、蓮花、

紫苑、天竺葵、金魚草、文殊蘭、雞

冠花、火炬花、鳳仙花、菊花、牽牛

花、潘茜、金盞花等。在東部Khasi丘

陵區，西隆附近地區的氣候非常適合

切花生產。 

梅加拉亞州擁有834種藥用植物，包括

著名的喜馬拉雅紅豆杉。耕種的藥用

植物如吐根、蛇根木、金雞納、

Abromine、Chaulmoogra油、豆油、桉

樹、蓖麻油、穿心蓮、柯西茄、Casearia 

vareca、毛竹葉花椒、攀莖耳草、雞

屎藤、白柳、無色花青素、肉桂和紅

豆杉等。 

梅加拉亞州有多種土壤類型包括紅壤

土、紅土、紅色和黃色的土壤，適合

種植各種的農業作物。 

梅加拉亞州面積2萬2,720平方公里，

人口296萬，首府錫隆人口26萬人。主

要民族為加羅族（Garo）以及卡西族

（Khasi）。卡西族的婦女享有特別高

的地位，有權繼承家中的一切財產，

有權管所有家庭財務，與印度大部分

地區的民族恰好相反。他們也不可與

同族結婚。主要宗教為基督教，是印

度三個以基督教為主的州之一，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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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仰印度教、原始宗教或伊斯蘭教。 

該州梵語名稱為「白雲停留的地方」，

為印度最潮濕地區，年降雨量1200公

厘，境內多河川包括；Manda河、

Damring河、Janjiram河、Ringge河、

Ganol河、Simsang河、Khri河、Umtrew

河、Umiam河、Umkhem河、Kupli河、

Kynshi河、Umiam Mawphlang河及

Umngot河。  

據印度工業政策及推廣局(DIPP)，

2000年到2012年印度東北地區的外人

直接投資金額累計僅7,800萬美元。據

估計梅加拉亞州潛在水力發電3,000

百萬瓦，到目前為止已經開發了

314.58百萬瓦。 

梅加拉亞州與孟加拉國接壤443公

里，有10個邊境貿易口岸。向孟加拉

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煤、石灰石、卵

石、農產品及皮革。 

錫金是印度面積最小的州，其人口約

60萬。經濟以農業為主，90%人口從事

農業，錫金州政府財政收入80%來自中

央政府補貼。錫金礦物資源主要有

銅、褐煤、鈾、黃鐵、石墨和石灰石

等，其中銅和褐煤蘊藏量豐富。森林

面積占錫金土地總面積36％。林區內

野生動植物種類繁多，盛產名貴藥

材，如麝香、鹿茸、天麻和貝母等。 

錫金境內多山，境內西、北、東三面

被高山圍繞，經濟以農業為主，生產

稻穀、玉米、青稞、薑、馬鈴薯、小

豆蔻、蘋果、橙、蘭花、茶等。是世

界主要小豆蔻出口地之一，年產量約

2,000噸。貿易對象主要是印度各州，

產品為木材、草藥、銅、石墨和水果

罐頭。 

由於錫金年降雨量豐富，且河流落差

大，水力資源豐富，發電量可達8,000

百萬瓦，目前僅開發0.2%。森林約占

該州的36%，其中有很多適合造木漿的

針葉林。北部山谷地區居民以放養牛

和綿羊為主。現有肥皂、皮革、火柴、

紡織、水果加工、釀酒等工業。主要

的手工業是造紙業、銀器加工、織毯

等。 

錫金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北與西藏

接壤，東鄰不丹，西與尼泊爾為界，

南面則與印度西孟加拉州阿薩姆地區

相接。境內乃堆拉(Nathu La)山口，

自古就是絲綢之路南線的主要通道，

為「茶馬古道」的一部分。乃堆拉山

口位於西藏日喀則地區亞東縣與錫金

的邊境，海拔4,545公尺，距拉薩460

公里，距印度加爾各答約550公里，距

亞東縣52公里，距錫金首府甘托克54

公里，距離印度阿薩姆走廊鐵路樞紐

西里古里184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公

路貿易通道，每年4月至10月適於人車

通行。 

2006年中印重新開放乃堆拉山口(中

印有3個邊界貿易口岸，其他2個口岸

尚未開放，包括 Himachal州的

Shipkila暨Uttarakhand州的

Lipulekh)，對錫金及鄰近地區經濟發

展帶來相當幫助。乃堆拉山口也是19

至20世紀西藏通往外界的捷徑，從該

山口出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再經加爾

各答與外界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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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印邊貿協議，乃堆拉山口邊境

貿易的主要貨物（邊境貿易目前不含

電子產品和鐵礦石，僅限於西藏和錫

金當地出產的產品）： 

中國：輕工產品、服裝、馬、氂牛毛、

山羊皮、生絲、羊皮、羊毛、羊絨、

中藥材、酥油、硼砂、陶瓷、藏藥材

等15種商品。 

印度：農畜產品、毛毯、茶葉、咖啡、

香水、印度香、白酒、茶葉、大麥、

印度草藥、紡織品、鞋子、罐頭食品、

煙草、大米、乾果等29種商品。 

經過乃堆拉山口，拉薩經亞東至加爾

各答的距離較海運可減少約1,200公

里，大大降低運輸成本。構建中國大

西南—南亞陸路大通道，打通了中國

與印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便捷的

經貿通道。 

錫金政府堅信「乃堆拉貿易將能夠把

錫金帶入一個新的繁榮時代」。（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印度經濟改革漸具成效，願景可

期 

印度總理莫迪以改革者之姿引領印度

政治、經濟改革，已贏得印度國內、

外投資者信心，特別是莫迪總理多次

出國招商，爭取到各國承諾巨額投

資，印僑也爭相響應；我商亦加大投

資印度力道，如鴻海暨宏達電陸續傳

出在印度投資製造，技嘉暨康陽分別

在加爾各答設立維修中心暨組裝廠。 

印度的多元、傳統，改革之路不易，

經濟改革尚未啟動，國族主義興起，

信評公司穆迪即警示印度當前種族與

宗教暴力，恐降低印度國家信用評

等。穆迪指出經濟改革是莫迪上台後

打出的響亮口號與政策，但隨著強迫

異教徒改信印度教、各地禁吃牛肉等

暴力事件在印度各地持續發生，印度

政府多項改革政策目前在上議院未能

順利辯論。穆迪進一步指出，經濟改

革遲緩已導致主要革新法案無法立法

施行，如今年還無法通過中央政府貨

物稅暨地方政府服務稅合一、土地取

得法等。 

法國投資家 Nicolas Berggruen 接受

The Times of India 訪問時，表示印

度仍充斥不必要的官僚作風，對投資

擁有否決權的人多過協助核准的人，

簡單的事情在印度變得非常複雜。華

商有類似經驗，一張規費 1,000 盧比

的執照，要花 2萬盧比才拿的到；1萬

盧比的薪水，日常生活支出要 5 萬盧

比。 

事在人為在印度是相當關鍵的因素，

小米手機印度負責人 Manu Jain 接受

印度 CNBC 訪問時表示，該公司響應

Make in India在印設廠製造手機，原

估計要 2 年時間才能開始設廠製造，

在印度中央政府、州政府及合作廠富

士康共同努力下，在 7 個月即可投產。 

經濟改革法案指標，中央政府貨物稅

暨地方政府服務稅合一，在上議院 32

個政黨已有 30個政黨支持。 

印度因為大，複雜多元，鼎革之路不

易，惟如香象渡河，其勢莫之能抑。

以印度東部來說， Odisha 州首府

Bhubanneshwar到Cuttack間工業走廊

蔚然成型；加爾各答至機場沿線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0%94%E5%90%84%E7%AD%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0%94%E5%90%84%E7%AD%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6%B3%8A%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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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Lake City到 New Town，延宕多

年的捷運已復工，高樓大廈櫛比鱗次

吸引各大企業集團進駐；Assam州首府

Guwahati外環37號道路已成印度東北

部貨運輸紐，印度各地正以各自的腳

步發展經濟，值得期待。（台北世界

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印度，強

化印日雙邊經濟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5 年 12 月

11-13日訪問印度，並於 12月 12日會

晤印度總理莫迪，雙方共簽署和平使

用核能、能源、高鐵、鐵路技術及標

準、藥品法規、教育、環保等 13項合

作備忘錄，並簽署科技合作協定、國

防技術移轉協定及修訂避免雙重課稅

協定，以深化二國能源、經貿、投資、

高鐵等領域合作。 

二國於 2015年 12月 12日發表聯合聲

明，表示將深化雙方策略夥伴關係並

說明能源、核能及投資合作之具體成

果： 

能源與科技合作：印方承諾於 2020年

前依 2005 年碳排放密度水準減少

33-35%，並加速發展再生能源。日方

將提供潔淨碳、燃料電池等技術予印

方，亦將協助印方改善發電、輸配電

效率，雙方將共同訓練再生能源研發

人員、進行科學教育合作，共同進行

再生能源產業合作。 

核能合作：本次峰會印-日已先簽署和

平使用核能合作備忘錄，原則性同意

雙方將簽署二國民用核能合作協定，

雙方將透過高等院校、研究機構進行

核能發電及核能醫學領域之技術合

作，日方亦盼盡速克服技術性問題以

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以輸出核反

應爐零組件至印度。 

投資合作：日方支持印方之「在印度

投資(Make in India)」、「數位印度

(Digital India)」、「技能印度(Skill 

India)」、「潔淨印度(Clean India)」

及「智慧城市(Smart City)」等政策，

將透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海

外發展援助(ODA)等計畫提供印方前

述政策所需之融資及財政支援，並承

諾未來 5年提供 3.5兆日圓(約 290億

美元)予印-日投資推廣夥伴基金，積

極推動日本企業赴印度投資。日方亦

將由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規劃興建日本

產業園區 /市鎮 (Japan Industrial 

Townships)，印方承諾給予等同經濟

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及全國

投 資 及 製 造 特 區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anufacturing Zone)

之投資優惠待遇，未來印方將由內閣

次長級官員協助日方排除投資障礙。

日方則歡迎印度企業赴日投資軟體、

網路等新創事業。截至 2015年 9月底

止，日本累計在印投資 191.67 億美

元，占印度所有外資之 7.23%，已係印

度第 4 大外資來源國，僅次於模里西

斯、新加坡及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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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及鐵路合作：印方正式宣布由日

本興建孟買-阿美達巴高鐵，係日方自

2007 年獲承建我國高鐵訂單後第 2 次

海外輸出。該段高鐵全長達 505公里，

預估最快 2017年可開始動工，通車後

將二地通勤時間將自 8 小時縮短為 2

小時，東日本國鐵、川崎重工、日立

等公司已合作表達興建該段高鐵意

願。日方另將提供鐵路維修技術，提

高鐵路使用效率等技術予印方，協助

印方提高現有鐵路網之使用效率。 

另依印方統計，2014-15年度日本係印

度第 15 大貿易夥伴，貿易總額達

155.17 億美元，其中印度出口 53.86

億美元，進口 101.31 億美元，印方有

47.46億美元逆差，為釋出解決貿易失

衡善意，日方首次同意自下(2016)年

起在印製造之 Maruti Suzuki 將回銷

日本，預估每年可為印度 Suzuki公司

增加 2-3 萬輛汽車之出口。（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日本宣布提供 150 億美元低利貸

款予印度政府興建孟買至阿美達

巴段之高速鐵路 

日本政府自 2010年起與印度政府洽談

並協助規劃興建自 Maharashtra 州孟

買至 Gujarat 州阿美達巴段之高速鐵

路，該計畫之可行性評估報告已由日

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完成並於 2015

年 7 月公佈，高鐵全長 505 公里，沿

線將設置 11個車站，總造價 187億美

元，最高行車速度每小時 350 公里，

自孟買至阿美達巴交通時間為 2 小

時，預計 2017年動工，2024年完工通

車。 

日方將由國土交通省、經濟產業省邀

請高鐵系統業者籌組產業聯盟推動本

案，並宣布倘印度同意採用日本新幹

線系統，允提供印方 150 億美元且利

率低於 1%之貸款額度，佔總造價之

80%，惟 30%之機電與車廂設備須向日

商採購，期藉技術移轉與合資模式帶

動日本高鐵技術與設備輸出。印度鐵

道部表示目前日本、法國、中國大陸、

德國、西班牙均有意爭取印度之高鐵

工程商機，僅日本願一併提供技術與

財務支援方案，印方正就日本及有關

國家提案進行內部評估。 

印度鐵道部已提出「鑽石四邊形

（Diamond Quadrilateral）」高鐵網

建設計畫，規劃興建連結德里、孟買、

清奈及加爾各答四大都會區之高鐵網

絡，因工程商機龐大，上述具高鐵技

術國家均積極爭取可行性評估報告合

約及未來建造工程。據悉中國大陸已

獲德里-孟買、德里-清奈、清奈-班加

羅爾段之可行性評估合約，法國取得

孟 買 - 清 奈 、 德 里

-Chandigarh-Amritsar 段之可行性評

估合約，西班牙取得德里-加爾各答段

之可行性評估合約；惟目前僅日本主

導之孟買-阿美達巴段已完成可行性

評估及具體工程規劃方案。 



 

 

 

41 

鑒於我國高鐵係日本新幹線系統首次

輸出海外且營運績效與安全性良好，

已成為日方對外推廣其高鐵性能與服

務之重要具體案例，並願與我合作爭

取海外商機；而我國高鐵業者在工程

介面整合、營運管理、人員培訓、第

三方系統驗證、工程顧問服務等領域

佈局完整且具國際競爭力，未來倘可

與日方積極合作拓展印度及東南亞國

家潛力商機，應有助我國業者取得更

佳之市場競爭地位，並帶動我國系統

設備與技術對外輸出。（駐印度代表

處經濟組） 

印度總理莫迪訪問英國推動雙邊

經貿、投資、能源領域合作 

莫迪總理率印度重要工商界領袖於

2015年 11月 12-13日訪問英國並會晤

首相 David Cameron，以強化雙邊經

貿、投資、核能、再生能源、科技等

合作關係，M總理係 9 年來首位訪英之

印度現任總理，雙方簽署達 90億英鎊

之商業合約，包括(一)英商 Vodafone

將投資 13億英鎊更新印度通訊網路設

備、(二)英商 Light Source 將於 5年

內投資 20 億英鎊在印興建太陽能電

廠、(三)英商 Intelligent Energy 將

投資 12億英鎊，使用燃料電池為印度

27,400 座行動通訊基地台供電、(四)

雙方合作在印度新設 11家醫院，並投

資 10 億英鎊於印度健康照護產業、

(五)India Bulls 集團將投資英國

OakNorth銀行集團6,600萬英鎊、(六)

印度 Yes Bank集團將與世界銀行所轄

之 國 際 金 融 公 司 (Internas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在倫敦證券交

易所共同發行 31.5億盧比(約 3.15億

英鎊)之「綠色債券 (Green Masala 

Bonds)」，以協助太陽能及風力發電

等再生能源發展。 

二國於 2015年 11月 12日發表聯合聲

明公開有關能源、核能及投資合作之

具體成果： 

能源合作：二國將建立能源夥伴關

係，英方承諾以 1990 年排碳量為基

準，在 2050 年前減少 80%之排碳量；

印方則承諾於 2020 年前依 2005 年碳

排放密度水準減少 33-35%，並加速發

展再生能源，訂 2030年前將再生能源

佔全國能源組合比重提升至 40%。雙方

另將推動技術合作以提高發電效率並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歡迎目前 159

國所提出共佔全球 88%碳排放量之自

主減碳目標，盼於 2015 年 12 月聯合

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第 21次

締約國大會達成有助減緩氣候變遷之

國際新公約。英方另宣布成立綠色投

資銀行，未來將在印度、非洲投資 2

億英鎊協助綠色能源發展。 

核能合作：二國於 11 月 12 日簽署雙

邊民用核能合作協定，未來將透過高

等院校及研究機構進行核能發電、醫

療、太空等領域技術合作。 

投資合作：截至 2015年 6月止，英國

累計在印投資 188.11 億美元，占印度

所有外資之 8.65%，係印度第 3大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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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僅次於模里西斯及新加坡。

印度將提高經商便利度並協助英國企

業在印度與南亞各國投資；英方則支

持「在印度製造」政策，將協助印度

企業進入歐盟市場。印方近期已放寬

保險業之外人投資上限至 49%，英方將

鼓勵金融與保險公司投資印度保險

業，預估將吸引英資達 23.8億英鎊。

英方並選定協助印度 Indore (Madhya 

Pradesh 州 ) 、 Pune (Maharashtra

州)、Amaravati (Andhra Pradesh 州)

等城市發展為智慧城市。 

依印度商工部統計，2014-15 年度印、

英貿易額達 143.38 億美元，英國係印

度之第 18大貿易夥伴，印度對英國出

口 93.19 億美元，主要出口品為服裝

(9.56 億美元)、裝飾品(9.03 億美

元)、核反應爐零組件(7.45 億美元)、

汽車零組件(5.53 億美元)；自英國進

口 50.18 億美元，主要進口品為原油

(115.51 億美元)、核電設備(6.99 億

美元)、鋼鐵(4.83 億美元)，印方享

43.01億美元順差。（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將加速發展再生能源並訂20

30年前將其佔全國能源組合比重

提升至40% 

印度政府近期將新設定減碳目標，訂

2020年前依2005年碳排放密度水準減

少 35%，較 2014年印度在第 20屆聯合

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締約國

大會中所承諾減少 20-25%之目標更為

積極，印方盼此宣示有助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舉行之 UNFCCC 第 21 次締約

國大會達成減緩氣候變遷之新公約，

以取代京都議定書。 

目前印度再生能源發電目標係設定

2022 年前太陽能發電達 100Gw，風力

發電達 60Gw，水力發電達 15Gw，並將

火力發電廠使用天然氣發電之比重自

10%提高至 60%，以緩和化石燃料對環

境造成之衝擊。印方未來將重新制定

有關能源政策與能源組合，並加速發

展再生能源，盼於 2030 年前使再生能

源比重達 40%。 

印方正研擬於 2030年前使全國總發電

量達 850Gw 之目標，其中太陽能發電

及風力發電各為 250Gw 及 100Gw，約佔

4 成，另水力發電 15Gw，核能發電

16Gw，其餘由火力發電補足。（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與澳洲宣布民用核能合作協

定生效 

澳洲國會經討論年餘，已批准 2014年

9 月 5 日簽署之印澳民用核能合作協

定，印度總理 Narandra Modi 及澳洲

總理 Malcolm Turnbull 於 2015 年 11

月 15 日 G20 領袖峰會在土耳其

Antalya召開期間舉行雙邊會談，並宣

布二國民用核能合作協定自即日起正

式生效實施，印度將盡速與澳方展開

有關鈾礦貿易細節之協商。 

目前印度核能發電量為 4780MW，佔總

發電量 2%，鈾礦來源係法國、哈薩克、

俄羅斯；印方為維持能源供應安全與

推動經濟發展，規劃於 2023年前新建

30 座核能發電機組，總價逾 850 億美

元，期將全國核能發電量提升至

63,000MW，印方已視澳洲為長期可靠

之鈾礦供應來源及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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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鈾礦蘊藏量佔全球 40%，產量僅次

哈薩克及加拿大居全球第 3，倘未來澳

洲鈾礦順利且持續輸印，澳洲可望成

為全球最大之鈾礦生產國，並取得與

印方長期合作及協助印度核電市場發

展之有利地位。印度目前未簽署「禁

止 核 子 擴 散 條 約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將成

為第 1 個向澳洲購鈾之 NPT 非締約

國。（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與非洲各國強化經貿關係以

共促雙邊經濟發展 

印度商工部部長 Nirmala Sitharaman

於 2015年 10月 29日在新德里與來訪

之非洲 29國貿易部長共同主持第 4屆

印非貿易部長會議，宣示印非雙邊合

作夥伴關係，雙方將加強合作將對雙

邊及全球經濟產生正面影響，鼓勵雙

方加強農業、農產品加工、工程、紡

織、皮革、製藥等產業之合作，以解

決糧食安全、健康、就業、生活水準

等問題，並共促雙邊與區域經濟發展

成長。S部長另呼籲印非雙方對世界貿

易組織（WTO）之糧食安全議題立場加

強合作，共同推動 2015 年 12 月第 10

屆 WTO 部長會議取得有關永久解決方

案之實質進展。 

第 4 屆印非貿易部長會議之非洲與會

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貝南、

葛摩、剛果、吉布地、埃及、甘比亞、

迦納、肯亞、賴索托、賴比瑞亞、馬

拉威、馬利、摩洛哥、納米比亞、模

里西斯、尼日、塞內加爾、塞席爾、

獅子山、索馬利亞、南蘇丹、南非、

多哥、坦尚尼亞、突尼西亞、尚比亞、

辛巴威等 29國。（駐印度代表處經濟

組） 

印度與韓國簽署民用航空服務合

作備忘錄 

印度政府於 2015 年 11 月上旬與韓國

達成協議簽署民用航空服務合作備忘

錄，以加強二國航空運輸連結、促進

雙方經濟發展及人民交流。該協定曾

於 2012 年 12 月及 2014 年 10 月二次

幾近完成洽簽，惟均因故未克簽署；

2015 年 5 月 18-19 日印度總理莫迪訪

韓時與韓國總統朴槿惠達成共識，爰

雙方加速完成協商並正式簽訂。 

該合作備忘錄將提供二國民航班機更

多航點、航班及延遠權，如韓國取得

印度清奈及班加羅爾航點、雙方航班

可由目前每週 6班次增至 19班次、印

度取得經由韓國飛往北美洲西雅圖及

溫哥華之延遠權等。 

目前印、韓雙邊航空載客量仍有大幅

成長空間，2015年 4-6 月僅 14,260人

自韓國搭機來印，佔同時期國際來印

旅客數之 0.24%；2015 年 4-6 月印度

赴韓國旅客數僅佔同期間自印度出境

旅客之 0.3%。（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與新加坡將簽署策略夥伴協

定（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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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長 Ms Sushma Swaraj 及新

加 坡 外 交 部 長 Dr Vivian 

Balakrishnan於 2015年 10月 13日在

新德里舉行雙邊第 4 屆聯合部長會

議，雙方會後宣布印度總理 Mr 莫迪訂

2015年 11月 23-25 日訪問新加坡，二

國並將簽署策略夥伴協定，以擴大及

深化雙邊經貿、文化、人才及技術交

流。 

該策略夥伴協定涵括 5 項合作領域：

（一）提升雙向投資及貿易、（二）

加速海陸交通連結、（三）發展智慧

城市及都市更新、（四）技能發展與

能力建構、（五）強化經貿與文化交

流。 

新加坡係印度第 2 大外資來源國，僅

次模里西斯，累計在印投資金額達

358.61 億美元，佔印度整體 FDI 比重

之 14%。另二國雙邊貿易於 2014-15財

政年度達 169.33億美元，印度出口至

新加坡 98.09 億美元，自新加坡進口

71.24 億美元，新加坡係印度第 11 大

貿易夥伴國。（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熱鬧之後  

印度婚禮中反映的男女關係 

印度這個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神祕國

度，在寶萊塢電影及科技人才在國際

舞台展露頭角下，這個依舊深受種姓

制度影響的國家，才漸漸被大眾所重

視，逐步瞭解男女性別地位的差異。 

根據顛覆視界一書作者林志昊觀察，

無論是我們一般認為的種姓制度使

然，還是亞洲開發中國家向來重男輕

女的觀念作祟，或是當地文化對女性

受辱事件的姑息與冷漠，不容否認的

是，女性地位的極度低落，的確是印

度社會長期以來的現實反射。 

這樣的呈現，不但反應在男女關係

上，也反映在家庭關係中，甚至還包

含在大家在電影中最常看到的那種誇

張奢華的婚禮。 

林志昊表示，由於深受種姓制度的影

響，在印度，當地人視結婚為兩個家

族的結合，而不是兩個家庭的結合。

不同種姓的男女不但無法順利走入婚

姻，即使雙方屬於同一種姓，還是會

因歷史、文化、地緣與風俗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地位分類。 

所以表面上來看，種姓制度把人分成

四種階級；但若把上面的文化、地緣、

語言等因素納入，印度這個國家卻有

高達 4000種不同的種姓。 

換言之，「門當戶對」的觀念在印度

相當根深蒂固，所有的婚姻形式，都

是新人的父母說了算；這也可以解釋

為何印度婚禮總是熱鬧非凡的原因，

畢竟對雙方的家庭來說，婚禮是展現

彼此身份、地位與權力最佳的舞台，

雙方家長都會瘋狂的邀約所有的親朋

好友前來，有的甚至還對外開放參

加，因此在婚禮的花費上，印度人的

婚禮金額也足以讓世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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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康泰納仕印度（Condé Nast India）

總裁克路易拉（Alex Kuruvilla）的

說法，印度人會將一生積累的 1/5 財

富，花在子女婚禮上；而根據世界黃

金協會（World Gold Council）印度

市場首飾總監夏瑪（Vipin Sharma）

透露，約 50%的印度黃金需求來自婚

禮。 

更特別的是，印度婚禮的賓客人數之

多，也足以打破世界紀錄。譬如在 2011

年 6 月，印度實業巨頭之女芮迪

（Mallika Reddy）和印度基礎設施巨

頭 Indu Group 的 繼 承 人 瑞 迪

（Siddarth Reddy）在海德拉巴的婚

禮，光是當天出席的賓客就高達 6000

位。 

這也是我們在寶萊塢電影上，總能看

到印度婚禮極盡鋪張與華麗的原因。

這也同時能夠解釋，為何寶萊塢電影

經常上演不同種姓之間男女相愛、甚

至對抗家庭的情節，因為這代表著現

實社會中，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根本

不可能發生，所以民眾只好透過電影

情節，來滿足另一種內心的渴望。 

而結婚後，一般來說，當地女性都要

跟男方父母同住一段很長的時間，並

且把侍奉丈夫和夫家當成自身的義

務。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已婚女性才能

有較明顯得社會功能與角色，未婚女

性能得到多大的自主權或社會尊敬？

即使當地人私底下也很嚮往自由戀

愛，但是真正遇到自己的子女要結婚

時，反而又很重視對方的家世背景，

要求對方必須與自己的孩子門當戶

對。這種矛盾情結，直接反應出印度

社會在性別與功能對待上的差異。(中

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印度公營銀行處理呆帳能力大減 

統計資料顯示，印度 20 家公營銀行沒

有 1家的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PCR），

符合印度央行規定的 70%，公營銀行處

理呆帳的能力堪憂。 

印度儲備銀行（RBI，印度央行）日前

的資料才揭露多家印度公營銀行註銷

高額呆帳。「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今天報導，印度公營銀行處

理未來因不良信貸造成呆帳的能力也

下滑。 

根據印度央行有關 20家公營銀行的資

料，這些公營銀行平均放款備抵呆帳

覆蓋率，已從截至 2011 年 3月財政年

度的 72%，下滑到截至 2015 年 3 月財

政年度的 57%。 

這代表這 20 家印度公營銀行，沒有 1

家達到印度央行有關放款備抵呆帳覆

蓋率需達 70%的要求。 

其中，又以旁遮普（Punjab）與信德

（Sindh）銀行的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

跌幅最大，從原先的 81.8%跌到

46.8%，下跌達 35個百分比。 

孟買安得拉省銀行（Andhra Bank）排

名第二，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下滑 25

個百分點，僅有 58.9%。 

排名第三的是印度國家銀行（State 

Bank of India）和阿拉哈巴德銀行

（Allahabad Bank），放款備抵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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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率都下滑 24.2 個百分點，印度國

家銀行為 60.1%，阿拉哈巴得銀行為

51.5%。 

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最低的印度公營

銀行是馬哈拉什特拉省銀行（Bank of 

Maharashtra），覆蓋率僅 46.2%，而

旁遮普與信德銀行的覆蓋率僅高 0.2

個百分點，以 46.8%位居第二。 

全印度銀行員工協會（All India Bank 

Employee'Association）秘書長凡克

塔喬嵐（C H Venkatachalam）表示，

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下降，將增加銀

行風險。 

分析師指出，當公營銀行不良資產暴

增，而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降低，導

致公營銀行喪失處理呆帳能力，且最

近多家公營銀行都出現帳面高配置損

失，讓政府不得不注資的需求大增。

(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台達電在印度投資第三廠區與研

發中心 

台達電子今天在印度班加羅爾舉辦的

2016 年 印 度 電 力 設 備 及 技 術 展

（Elecrama 2016）宣布，將設立在印

度的第三個廠區及研發中心，並雇用 2

萬名工人和 500名工程師。 

看好印度市場成長潛力，台達電執行

長鄭平去年在印度政府舉辦的「數位

印度」（Digital India）活動上宣布，

未來 10年在印度投資 5億美元，創造

2萬個就業機會，台達電今天在班加羅

爾（Bengaluru）進一步宣布投資細

節。 

台達電執行長鄭平接受中央社專訪時

表示，台達電將在班加羅爾設立研發

中心，目標鎖定工業高效智慧能源管

理解決方案，預計雇用 500名工程師，

並在坦米爾那都省（Tamil Nadu）霍

蘇爾（Hosur）設立在印度的第 3個廠

區，預計雇用 2萬名勞工。 

台達電指出，500名工程師預計在未來

3年陸續雇用；雇用 2 萬名勞工的第 3

廠區則在 2017年初開始運轉。 

鄭平說，這個廠區主要將生產電源零

組件、生產可循環能源、自動化解決

方案等台達電產品，且主要將先供應

印度本身需求；未來再視市場需求，

逐步擴大生產線和產品線。 

在印度總理莫迪推出「來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後，印度用電需求

將大增，印度台達母公司泰達電董事

長黃光明表示，印度將是極具潛力的

市場，而高效能源是台達電的核心技

術，因此在班加羅爾設立研發中心，

正希望借重印度人才進行研發與創

新，並以創新產品支持「來印度製

造」。(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