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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國/非洲數位貿易發展概況報告 
駐奈及利亞經濟組 

109.10.30 

一、 非洲數位貿易是下一波大事 

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UNCTAD）報告肯定數位

化工具有助執行非洲 2030 年永續發展及非洲 2063 議

程，數位化應用可驅動非洲國家/組織之經濟社會轉型、

提高生產力、商品配送及服務，並協助非洲脫離貧窮等。

過去 15 年數位科技成長如手機革新及相關創新應用，

已帶動非洲成長，且有助執行聯合國永續發展倡議。 

為協助非洲國家對抗數位化挑戰，聯合國非洲經濟

委員會（ECA）於 2018 年成立數位辨識、貿易及經濟

中心，協助會員數位化，達到永續發展目標（SDGs）；

並連同非洲聯盟之非洲數位轉型（2020 至 2030）藍圖，

協助非洲大陸經濟及社會轉型。ECA 同時也與世界銀行

及聯合國所屬機構提供與支持數位化辨識計畫之相關

援助。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秘書長 Mr. 

Wamkele Mene 預期，非洲區域貿易整合可刺激 COVID-

19 後疫情時代經濟發展，並預言數位貿易將是非洲大陸

下一波大事。渠表示，非洲數位貿易多由手機進行，近

年非洲手機訂戶及網路滲透率快速增加，外加上電商平

台、新創、金融科技及數位支付平台蓬勃發展，AfCFTA

將協助會員善用科技創新優勢、制定電商規範、加強電

商法規之談判，以迎接區域/全球電商市場競爭。 

    非洲國家急迫需要立法規範數位平台及相關行為，

如數位化海關系統，及陸海空運通關程序便捷化等。未

來非洲國家間貿易機會增加，企業數位化應用如行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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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與金融科技可減少營運成本及風險。討論中之

AfCFTA 泛非洲支付協議系統（Pan-Afric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倡議，亦將有助非洲數位金融服務整

合。 

    M 秘書長預期，AfCFTA 於 2030 年前達到區域內

貿易 50%目標，宜優先建立區域價值鏈建立及非洲工業

發展。初步預期 AfCFTA 單一市場擁有 12 億人口，總

國民所得達 2.5 兆美元，擁有全球最年輕人口紅利及快

速成長中產階級。迄今超過 80%非洲人口擁有手機服務，

非洲網路覆蓋率（28.2%）及手機寬頻涵蓋率（34%）仍

較其他洲別低。 

    另根據 2019 年世界銀行調查，世界前 10 大快速成

長經濟體中，有 6個在非洲，看好AfCFT整合及COVID-

19 後疫情時代非洲經濟體復甦與發展。數位經濟近 10

年來成長快速，對全球 GDP 貢獻約達 25%，各專業領

域如醫療、自動化、教育及政府等對數位化及貿易需求

增，將可改善人類生活品質。近年來非洲數位化相關投

資透過公私營夥伴（PPP）或他方式持續發展，普遍看

好數位化有助消除不平等及弱勢族群。 

二、 奈國聯邦政府數位經濟及資通訊相關發展策略 

(一) 根據國際電信組織（ITU）報告，電信服務費用與網

路普及率與人均所得成正比；本（109）年奈國聯邦

政府通訊暨數位經濟部長 Dr. Isa Pantami 部長業宣

示，為發展數位經濟發展，設定奈國於 2025 年前降

低網路及數據服務成本，協助 1 億 8,000 萬人取得

寬頻之目標，及 2023 年前朝數位經濟方向前進。 

(二) 奈國上（108）年 8 月至本年 8 月之寬頻服務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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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3.72%升高至 43.3%，將有效支持奈國政府發展

數位經濟。另據奈國國家統計局統計，本年第 2 季

資通訊所得比達 17.83%，專家普遍看好奈國資通訊

產業發展及其對奈國經濟影響。 

(三) 設立奈國聯邦政府通訊暨數位經濟部：該部前身係

為奈國聯邦通訊科技部，布哈里總統自上年 10 月宣

布發展數位經濟，支持資通訊產業轉型及制定相關

政策，業責成主政單位協助企業數位化、電子商務

轉型及改善數位化基礎建設。由於奈國過半年輕人

口平均年齡介於 18 至 25 歲，奈國政府急迫提高青

年數位化技能及人力建構，以因應未來 5 年後高科

技人才需求、創造就業與經濟發展。 

(四) 奈國國家寬頻計畫（National Broadband Plan 2020-

2025）：奈國聯邦政府設定於 2025 年前提高寬頻滲

透率至 70%、提高網路下載速度、架設光纖網路及

4G 覆蓋率達 9 成等目標；估計未來 5 年至少吸引 50

億美元投資，包括興建 8 公里國家光纖骨幹計畫、

安裝新 4G 基地台與設備，及於 10 大城市設立 5G

等目標。 

(五) 奈國國家數位經濟政策與策略（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Policy and Strategy、NDEPS）：奈國通訊及

數位經濟部業成立 10 人顧問委員會，協助提供產業

及政府資通訊及數位化相關建議。奈國資訊科技發

展局（NITDA）刻正執行與數位經濟相關之法規及

政策研擬，包括國家數位經濟政策、奈國經濟永續

計畫及其他重要政策規劃等。布拉里總統於上年宣

布執行 NDEPS 計畫，以發展奈國資訊產業，包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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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法規、能力建構、數位包容、數位工作創造、政府

數位服務促進、自製率發展及網路安全等。另該部

提供資通訊創新及企業相關諮詢，及執行奈國科技

企業生態系統等計畫。 

(六) 設立線上學習平台（DigitalNigeria.gov.ng）、NITDA

學院及各項計畫：奈國聯邦政府協助奈國人發展多

元科技技能，迄今已協助約 11 萬 4 千名奈國人，並

本年 9 月 28 日啟動數位奈及利亞平臺，盼改善經濟

發展、創造就業及提高數位技能。該部亦執行智慧

農 業 村 莊 （ National Adopted Village for Smart 

Agriculture、NAVSA），以協助農業數位化。另規劃

數位技能培訓課程，協助資通訊從業人員、農民、偏

遠地區民眾數位能力建構，以刺激經濟發展 

(七) 強化個人隱私保護：奈國於 2019 年公布奈國數據保

護規定（Nigeria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NDPR）

及公部門個人資料管理守則（2020 年）等，以保護

個人資料及降低 COVID-19 疫情影響。另在網路安

全及軟體基礎建設部份，奈國通訊暨數位經濟部將

持續與業者溝通、執行計畫與訓練，以縮小數位落

差及能力建構。奈國聯邦政府發展數位經濟同時，

數據保護相關法規、發展數位生態圈、加強基礎建

設、教育及國家安全等領域皆有成長空間。 

(八) 奈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合作：奈國通訊暨數位經濟

部與 73 個聯邦機構執行達 1.2 兆奈拉 154 個計畫，

逐步加強與改善資通訊科技應用，可望為聯邦政府

節省 51 億奈拉。該部與拉哥斯州政府提供 ICT 應用

方案與裝置，如安裝智慧電錶、點亮城市計畫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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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國有企業及土地管理統等，以協助拉哥斯市民

解決及改善生活品質。 

(九) 奈國通訊委員會（NCC）與微軟公司合作，將提供

低成本數據及資源等協助農村學生教育，及網路取

得。世界銀行建議，奈國發展數位經濟同時，仍需克

服寬頻建設、鄉村數位落差等挑戰。 

三、 奈國電子商務市場概況 

(一) 市場發展趨勢 

    UNCTAD 預期 107 年全球電商銷售約 25.6 兆美

元，較 106 年成長 8%，主要成長來自跨境銷售及國

際貿易，跨境電商交易比例從 106 年 17%上升至 107

年 23%；武漢肺炎期間之電商交易及線上付款比例

攀升。 

    非洲年輕化人口結構、出生率增加及偏好手機

上網趨勢，皆有助網路及智慧手機科技發展。近年來

非洲資通訊建設、上網品質及網路知識漸改善，業界

普遍看好非洲大陸未來電子商務及數位科技市場成

長。另據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ECA）及國際經濟

顧問公司調查，COVI-19 疫情雖重挫中小企業營收，

大公司及微中小型企業受惠於電子商務交易收益增

加，超過 5 成公司表示，未來將投注更多資源發展電

子商務平台，並加強數位化商品與服務。 

  大多數非洲國家受限於寬頻基礎建設不足、付

款方式、物流及網路費用等挑戰，大型企業較微中小

型企業擁有豐富資源，得及時進行創新與改革。 

    據 NITDA 統計，本年底前奈國數位市場將成長

17%，達 2,520 億美元，奈國政府致力發展奈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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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數位技能樞紐。奈國本年第 1 季資通訊所得貢

獻比為 14.07%，COVID-19 疫情期間之寬頻需求增

加，資通訊產業發展有助推動數位經濟與國家發展。 

    奈國最大科技及電信業者如網路供應商、電信

及數據公司（如 MTN、Spectranet）為最大贏家。本

年 5 月網路訂閱達 1 億 4,076 萬人，疫情發生 1 個

月之內電信公司即增加 242萬新網路訂戶。奈國 Four 

Mills 執行長 Boye Olusanya 表示，產業數位化及科

技化整合仍需時間，樂觀看好手機支付、電商發展，

及軟、硬體解決方案需求。 

    奈國國家福利協會理事長 Patricia Scotland 表示，

COVID-19 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及貿易中斷，電子商

務之創新及資訊分享更為重要，伊呼籲奈國政府協

助降低供應鏈障礙、改善電力基礎建設及支持電商

發展，將有助經濟復甦及吸引國際投資者。 

    另根據全球網路公司 Kaspersky Lab 手機惡意軟

體演變報告，本年第 1 季奈國次於安哥拉，為非洲第

2 大惡意軟體攻擊國家，攻擊達 115 萬次。近期網路

資安及犯罪為奈國政府與民間熱烈討論議題，奈國

官方舉辦研討會方式教育網路使用者，盼提高網路

使用安全與資安意識。 

(二) 奈國電商平台概況 

  發展中非洲電商平台包括：eBay 及 Alibaba 及

奈國 Jumia、Konga 及 Kilimall 等，由於非洲平台發

展與資源未如歐美成熟，電商平台業者，如 Jumia、

Kilimall 及 Konga 也持續大量投資及建構平台系統

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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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ia 是奈國新創最知名為非洲電商平台，在多

個非洲公司營運，擁有超過 8 萬名銷售員、零售倉

庫、物流網絡及取貨站。並成立 JumiaPay 支付系統

協助 blogger 及個人架設商場行銷。其他奈國電商業

者如奈國 Zinox 集團旗下 Konga，及 Kilimall 則跨足

肯亞、烏干達及奈國，該等平台協助傳統零售商透過

數位管道銷售，並使用 Konga 集貨發貨。 

非洲電商市集之買主與賣方來自世界各地，如

MallforAfrica 連結非洲消費者與美國、英國零售商平

台，結合非洲 DHLeShop 及物流能力；MallforAfrica

也允許非洲消費者透過 eBay 購買商品，相對協助非

洲零售商拓展全球網絡。DHL與 MallforAfrica 並 107

年設立 MarketplaceAfrica.com 平台，協助非洲藝術

家建構國際買主網絡及促進交易。 

另 Link Commerce 在非洲提供第 3 方銷售生態

系統，連結 200 家以上美國及英國零售業者，販售超

過 50 億種產品；類似應用方式也運用於物流、銀行、

電訊及其他零售業等。南非 Parcelninga 則提供及其

鄰國之倉儲、物流及解決方案，協助企業發展電商。 

(三) 國際電商公司/國際組織之非洲區域布局 

UKAID 透過與奈國電商平台業者 Konga 合作，

協助改善奈國小農出口與品質，及改善小農生計；小

農可透過 K-Xpress 及時宅配改善服務品質與效率。

Konga 也鼓勵消費者使用奈國央行核准之 Konga Pay

線上支付系統。 

Actis 購買奈國 Rack Centre 公司，規劃 2.5 億美

元投資建構非洲資料中心，目前奈國為南非外第 2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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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數據中心。 

FB、南非電信商 MTN、英國 Vodafone、法國

Orange 及中國移動宣布將共同投資 10 億美元

2Africa 計畫，透過架設與改善非洲海底電纜與穩定

電力供給，加速非洲 13 億人口寬頻速度及連結 23 個

主要歐洲、中東及非洲國家；未來有助非洲數據中心

建置及吸引國際電商與科技公司投資。 

微軟非洲開發中心設立於肯亞及奈國，並執行

加速育成中心、影像盃、GigiGirl 及 Leap 等計畫，

微軟看好奈國數位產業前景及創造就業，積極與奈

國聯邦政府建立策略夥伴關係。 

(四) 消費者習慣 

    數位化及科技應用趨勢下，奈國/非洲消費者偏

好包括： 

1. 消費者善變及需求多元 

COVID-19 期間客戶依賴數位銀行交易習慣

與趨勢，偏好取消交易取代延遲支付行為；消費

者善變，且高、低端客群需求差異化。 

2. 線上金融支付平台及數位商品與服務增加 

非洲電商仍多倚賴貨到付款方式，常產生額

外成本與退貨風險，因此，Jumia 優先發展付款

系統與機制，Jumia 及 Konga 提供現金回饋以鼓

勵消費者使用 JumiaPay 及 KongaPay 等支付系統。

該等支付系統允許消費者以手機號碼註冊，連接

個人銀行帳號，透過網路銀行方式付款與轉帳。 

其他國外數位支付工具如 WeChat Pay 及

Alipay，則透過區域銀行夥伴 Equity Bank，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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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使用於東非，特別是肯亞、烏干達、坦尚尼

亞及盧安達等。另 Gram 公司在東南亞之金融支

付已結合電子商務、媒體及金融服務，成功拓展

商業模式。 

3. 電商市集興起 

Shopify 提供第 3 方交易服務支付方式，奈

國支付系統商 Paystack允許買家在 Shopify開店，

並接受 Paystack 付款方式；肯亞 Sky.Garden 也提

供類似方式允許經銷商網路市集經營模式；另

WhatsApp、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軟體亦提供

成立市集等類似服務及第 3 方支付功能。 

部份傳統零售品牌與 WeChat 合作經營虛擬

商店，此種模式亦成功協助非洲傳統零售商或非

正式經濟之數位化轉型，促進商機。 

4. 企業被迫重新檢視企業模型，及修改更有效率方

式提供商品與服務； 

5. 線上交易對象以 35 歲以下、上班族女性為主； 

6. 重視消費者溝通 

由於非洲消費者偏好線下實體店面觀察產

品，並喜好透過 QR code 或線上簡易方式購買，

WeChat 帶動相關商業模式至非洲市場。 

由於傳統非洲交易無法即時取得網路服務，

仍多依賴面對面直接溝通與談判，如 Konga 則整

合旗下 K Talk 工具，透過線上聯繫拉近買賣家距

離與促進溝通。 

7. 非洲電商業者共同面對挑戰包括 

    電商業者需發展支付方式及改善物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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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如 107 年 Jumia 電商平台退貨或無法遞送

比率超過 14.14%，仍有超過 80 萬美元應收款項，

因此 Konga 電商選擇只接受預先扣款方式。 

(五) 數位行銷方式 

    商業廣告形式大幅改變，行銷管道偏好透過手

機裝置取代傳統廣告，口耳相傳及電視廣告方式頗

受歡迎。幾大非洲網路廣告主要由 Schibasted（挪威

商）、Naspers（南非商）及 Genesis（烏克蘭商）所掌

控；另非洲當地廣告商為 Jiji 公司。 

  近來電商平台增加與品牌商共同創新與發展新

服務，並運用電商平台擁有資料庫可掌握更精準行

銷與消費者需求；如中國之阿里巴巴與 Tmall 創新中

心合作，許多國際品牌如 Pepsi、嬌生、Snickers 及

L’Oreal 則與 Tmall 電商平台共同開發新商品。 

(六) 物流 

  物流為發展非洲電商最大挑戰，由於非洲普遍

缺乏建構完整國家地址系統，伴隨著不良道路狀況

與基礎建設等，皆增加物流服務之挑戰。因此 Jumia、

Konga 及 Kilimall 優先與第 3 方夥伴建構物流服務，

傳統物流業者如 DHL 也擴充服務範圍至電商。其他

電信服務業者，如 Safaricom、奈國郵局也逐漸與其

夥伴擴充物流服務網絡。 

  Jumia 物流公司則使用機器學習標示使用者登

入地址，並同步改善與更新道路地圖及配送路徑選

項等。Jumia 物流也彈性運用多種運輸選項，如摩托

車及汽車，提供消費者自行赴集貨站取件免運費。

Konga 公司則自行發展物流能力，允許商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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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a KExpress 服務管理運送程序與服務，及接受

買家貨到直接支付款項給賣家。 

  許多傳統物流商如 DHL、Federal Express，或電

商平台簽約快遞業者合作方式運輸，亦有零星當地

宅配或摩托車運輸方式，以滿足與整合電商需求。奈

國郵局則使用 What3words 軟體標示運送地址，以改

善郵遞服務與品質；Konga 則使用奈國郵政公司服務，

以解決其物流與運送等挑戰。 

  另奈國 36 州幅員廣大，物流服務無法完整涵蓋

所有州別，生鮮冷藏配送更是一大問題。COVID-19

期間，特別是在食品及基本民生物資保存與配送不

易，衍生宅配需求增加，如 Dangote 集團投資農村到

餐桌，及餐廳與超市宅配服務。 

四、 COVID-19 後之數位科技應用與發展情形 

(一) 金融科技發展與數位平台應用興起 

全球 46%行動支付帳戶來自非洲，達 3.95 億個

帳戶，儘管非洲使用收機及網路滲透率高，但只有

10%消費者使用線上支付交易工具，仍具成長空間。 

COVID-19疫情加速非洲金融科技數位化趨勢，

如數位基金平台及時提供金融新創業者之技術與資

金援助，廣泛被非洲國家接受。疫情期間奈國已有 10

家存款銀行新增約 462 億奈拉投資，盼改善金融服

務系統，加強保護消費者權益及網路詐欺等。 

奈商 Interswitch 公司為金融新創公司，創造線

上支付平台，提供現金支付與交易，並吸引

Flutterwave 及 Paystack 等同業加入，預期可降低非

洲企業間跨國交易成本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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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情期間非洲新創相企業成長快速 

    根據 UNCTAD 2020 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5 年

來國際創投公司於奈國及非洲國家新創公司籌募資

金達 14 億美元，其中投注於肯亞及奈及利亞新創公

司達 1.5 億及 1.22 億美元；奈國逐漸成為非洲區域

新創募資樞紐，南非及肯亞次之。 

    由於非洲消費者及公司網路使用逐漸普遍化，

對科技接受程度提高，未來後疫情時代，數位化科技

應用將可協助非洲大陸縮短數位及教育落差，整合

區域供應鏈及改善經濟發展。 

  如 mPharma 為奈國新創公司，在迦納、奈國、

尚比亞及辛巴威營運，提供線上醫療雲軟體，有效協

助連結供應商、醫院及病患間溝通，並提高醫療服務

品質。 

  COVID-19 疫情期間數位化服務商品興起，如線

上教育平台與軟體、數位醫療諮詢服務。近來奈國公

司逐漸投入資源於發展大數據、網路安全、資料處理

能力及遠距工作相關應用等。資通訊公司亦考慮提

供更多數位科技及應用方案，以協助降低 COVID-19

產生的風險。 

(三) 數位化有助降低貪汙 

    根據 IMF 調查 26 個非洲國家 23,000 人報告指

出，數位化資訊軟體將有效降低貪污行為，以稅務系

統為例，將有助稅務、財政管理及建立大數據資料庫；

並建議數位化政府採購程序，以確保透明化與貪污

情形。 

(四) 非洲國家漸採用數位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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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西非國家央行亦採取數位化相關措施，如

匯款至弱勢團體、聯邦政府資深委員會線上會議，以

減少電子支付交易成本及 E 化政府方案成本。

COVID-19 疫情期間，非洲政府普遍增加醫療及教育

之數位化應用工具，突破距離限制及縮短數位落差。 

(五) 數位貿易發展之挑戰 

    次薩哈拉國家（SSA）如肯亞、莫三比克、奈洛

比及南非之線上購物比例已超過 8%，但其他 SSA 國

家受制於資通訊基礎建設、數位支付方案、法律保護

不足及數位落差等，線上購物比重仍低於 5%；未來

宜加強網路資安、改善資訊基礎建設、交通運輸與物

流等。 

    大多中小型企業無法擁有足夠財力及時採納科

技或數位化轉型，而新創業者則囿於 COVID-19 疫

情國際旅行限制，影響發展。非洲國家普遍仍存在數

位及資料落差問題，奈國/非洲政府宜採取有效鼓勵

措施、建構數據價值鏈、應用與管理，及生態體系建

立等，輔導企業發展。 

五、 臺奈合作契機 

(一) 掌握數位科技商機 

    非洲在發展數位經濟同時，對高科技相關軟、硬

體需求增加，我商除加強出口拓銷外，可思考長期布

局非洲市場及永續經營。另奈國普遍對數位應用接

受度高，如智慧城市、智慧醫療、線上教育及自動化

相關應用之商品/服務需求增加，值得我商之爭取。 

(二) 電商市場擴張之機會與挑戰 

    有心經營非洲市場我商，除瞭解當地消費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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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偏好、提供多元彈性支付外，亦需突破物流、收

款問題等隱形成本。倘找尋當地合作夥伴、電商平台

及行銷通路，將可減少市場障礙。 

(三) 臺奈數位貿易人材培訓與合作 

    臺灣擁有數位化及高科技人材養成，並具中小

企業與自動化轉型經驗，在奈國發展數位經濟與儲

備人材之際，可向我借鏡。非洲產業待升級同時，對

工業自動化及數位化技能求知若渴，亦為臺奈產業

及經貿合作契機。 

    另我國在發展數位經濟、網路資安及管理技能

較非洲有優勢，皆可納入合作範圍，協助我商掌握市

場先機。 

(四) 新創企業新藍海 

    由於非洲人口結構年輕、對科技接受與依賴度

高，近年已吸引眾多歐、美及非洲投資者布局新創事

業；惟非洲仍存有數位落差，然近年新創事業及生態

圈蓬勃發展，我商可掌握投資機會，共同開發非洲。 

(五) 掌握非洲市場整合新契機 

    面臨 AfCFTA 明年 1 月交易日之際，非洲國家

普遍面對供應鏈建立及產業升級等挑戰，專家媒體

看好 12 億年輕人口、低勞動成本及豐富天然資源。

建議我商掌握先機、布局非洲，考慮於非洲建立區域

產業供應鏈或營運中心，並運用非洲成長暨機會法

案（AGOA）、AfCFTA 及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

（ECOWAS）等整合優勢與利基，進行全球化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