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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成果報告
活動紀要
史瓦濟蘭王國為我非洲友邦之一，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
（His Majesty King Mswati III）於本（104）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率
團訪華，為表示我對雙方邦誼重視，依外交部指示，本會於 5 月 21
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假史王下榻之台北君悅飯店召開「史
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期促進兩國政經合作關係。
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率領官員代表約 40 位與會，會議由本會
王理事長鍾渝主持，邀請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史瓦濟蘭國王恩
史瓦帝三世陛下（H. M. King Mswati III）、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
理安（Hon. Gideon Dlamin i）擔任貴賓致詞，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
局執行長德普梅蕾（Phumelele Dlamini）及經理馬席烈拉（Martin
Masilela）擔任專題演講人，當日出席人數 123 人。
貴賓致詞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詞
首先對恩史瓦帝三世陛下所率領代表團成員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之意，此次由恩史瓦帝三世陛下親自率領龐大高層代表團遠道訪問
我國，充份証明兩國政府及工商界對加強兩國民間企業界經貿合作
交流的重視與支持，相信本次說明會對雙方經貿關係的增進有極大
的助益。2010 年 7 月恩史瓦帝三世陛下曾親自率領 44 人代表團來台
招商，本會恭逢其盛辦理一場成功投資說明會，雙方共 170 位企業
領袖參加，奠定兩國合作基礎。
史瓦濟蘭王國為我國在非洲地區最重要的友邦之一，自 1968 年
與我國建交以來，兩國邦誼深厚；非洲諸國競相爭逐中國大陸龐大
市場商機之際，史瓦濟蘭獨排眾議，與我國維持 47 年堅實的外交關
係，多年來雙邊關係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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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商於 2000 年開始大批前來史國投資，截至 2014 年 5 月，共有
22 家台商工廠，包括成衣廠、紡紗廠、塑膠編織袋廠、機械廠、紙
箱廠、織布廠、染整廠等，創造史國當地居民約 1 萬 5 千名的就業
機會。現今史國勞工成本已較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南亞等國為高，
因此，史國政府計劃吸引高科技及附加價值較高的產業，包括：食
品加工業、資通訊業、製藥業、生技產業、家電產業、再生能源
業、觀光業等。
今天很榮幸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應邀蒞會致詞，俟後史國投
資局將介紹「史瓦濟蘭經貿投資環境及商機」，希望藉由今天的說
明會，增進我企業界對史國經貿情勢與投資環境進一步瞭解，期未
來進行具體的合作方案，開拓互惠互利的商機。
中華民國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致詞
本人今天很榮幸代表外交部出席「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
說明會」，恩史瓦帝三世國王陛下此次不遠千里，率團前來中華民
國訪問，推動雙邊合作及經貿交流，史國貿工部 Gideon Dlamani 部
長閣下出席本說明會，並向各位簡報史瓦濟蘭之投資環境與經貿商
機，充分顯示對兩國經貿合作議題的重視，謹代表我國政府表達最
誠摯的歡迎。
我國與史瓦濟蘭王國自 1968 年建交以來，邦誼友好密切，雙方
高層不但互訪頻繁，兩國更在基礎建設、農業生產、衛生醫療及教
育文化等各領域推動多項合作計畫，成績斐然。
為持續深化兩國經貿合作，自 1995 年起，臺史每年皆舉行部長
級經濟技術合作會議，迄今已舉辦 17 屆會議。在去(2014)年舉辦之
第 17 屆會議中，雙方已就改善投資環境及保障臺商投資權益等議題
達成具體共識，未來兩國將就資通訊技術、電子化政府及太陽能光
電發展等計畫持續合作，深化交往。外交部也願藉此鼓勵在南非的
臺商，積極研議將投資佈局拉展到鄰近的史瓦濟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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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國近期積極發展電力及再生能源計畫，且將於 2020 年主辦非
洲聯盟(AU)高峰會，刻正推動觀光產業發展，相信在恩史瓦帝三世
國王閣下及史國政府領導下，必可為史國經濟帶來新契機與繁榮氣
象。
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理安致詞
齊部長表示至今貴國廠商在我國投資金額約 4 億美元，雇用當地
員工約 12,000 名。今年 SIPA 接到七家來自貴國及南非台商的投資需
求，其中有高度興趣前來投資的產業包括再生能源領域的光電太陽
能系統和資通訊技術等產業。我國目前電力大部分從鄰國進口，我
政府為確保電力充分供應，希望引進外商投資發電廠，投資發電甚
至供應南部非洲其它地區，因為我國特別擁有大量充足的陽光。
國王陛下政府部門也希望藉貴國技術進步的優勢，充分利用以
增進其它領域的經濟增長。希望能吸引貴會會員考慮投資我國，進
駐新成立的科技和生物園區。
史瓦濟蘭是一個成熟的投資地選擇，可提供貴國大量的投資機
會。過去貴國企業在紡織行業的投資獲得許多優勢，此外尚有不同
領域可以投資。我們想利用貴國在電子和電腦組裝、高科技和輕型
工程、生產汽車零組件和其他零組件、資通訊技術應用等產業的實
力。另外在建築業，國內建築成長速度已經大幅增加建材需求，因
此我們希望邀請投資者前來投資製造屋頂和地板材料以及其他建築
材料。同時我國生產大量的糖與玉米，可生產更多附加價值的產
品。
在此背景下，我方廠商表示願意與貴國企業以合資企業和合作
夥伴的模式，在全國推行合作關係，我們強烈鼓勵雙方持續以互惠
互利的合作夥伴關係展開。
不得不提的是，皇家科技園區和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國際機場，
是由貴國政府提供部分資助。我政府已審慎研究科技園區合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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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希望邀請如食品加工，製藥及其它生技相關的衍生商品廠商進
駐。
同時邀請投資者考慮發展機場周圍的房地產開發如購物商場和
過境酒店，我政府的目標是將機場周圍開發成一個世界級的航空
城。
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陛下致詞
恩史瓦帝三世陛下表示極感欣慰看到貴國廠商踴躍出席本次說
明會，歡迎各位前來史國投資。每次來貴國參訪，都發現發展很
快，在教育、科技、各產業都長足進步，史國是個開放市場，金融
業、製造業、農業、觀光、基礎建設等都有許多投資機會。我國機
場已完工，機場周邊需建立會展中心，需要各種配套措施。2020 年
將在我國召開非洲領袖高峰會，因此餐飲觀光業有許多成長空間，
我國的傳統文化活動也吸引全世界旅客參與，我們希望參訪人數更
多，遊客來訪後可能喜歡上我國，才有前來投資的動機。
我國生技產業正在發展，希望發展下游產品，使得研發中心受
益，藉以發展完整產業。再生能源、發電業、資通訊業等，希望能
借重貴國廠商的專業，其實不論來自何產業，都可討論創造更好的
投資條件，我國科學生技園區已經發展起，希望透過合資、合夥或
技術轉移方式發展史國中小企業。
我希望我國在 2022 年前發展成已開發國家，要實現就必須和夥
伴合作、和友邦國合作，國家政府及國民都要努力，向已開發國家
學習經驗，也是我們希望與貴國合作的地方。
投資是我非常關心的議題，今天希望傾聽大家意見，我們再來
討論如何配合，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是我國協助投資的窗口，
從計畫到執行，且和我國經濟發展部合作，整合資源發展，等下會
聽到投資促進局簡報，希望能使各位了解投資契機，可透過我國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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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使和貴國大使尋求協助，希望各位趕快行動前來本國投資經
商，也希望今天各位受益良多。
專題報告
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經理馬席烈拉專題簡報「史瓦濟蘭-非洲的
新承諾」
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經理馬席烈拉簡介說明為何選擇史瓦濟
蘭為投資標的。
一、 史瓦濟蘭總體經濟指標及國民生產毛額組成
(一) 史國人口 2014 年約有 110 萬，識字率達 89％，在非洲
54 國中排名第 11。
(二) 2014 年史國經濟成長率達 2.5％，通貨膨脹率為 5.7
％，商品出口約 20 億美元，進口 1.8 億美元。
(三) 史國國民生產毛額 47.2％為服務業，45％為工業，農
業佔 7.8％。
二、 為何投資史瓦濟蘭
(一) 良好的基礎建設和設備。
(二) 穩定而良好的勞資關係。
(三) 受良好教育且據有競爭力的勞動成本。
(四) 對投資者強有力的投資保障。
(五) 穩定而良好的財務制度。
(六) 史方政府對投資企業大力支持。
(七) 為延伸到其它市場的通路。
(八) 豐富的天然資源。
三、 如何投資史瓦濟蘭建立企業
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 Swazil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Authority(SIPA)是史國推廣投資及貿易的單位，無須費用，
是史國專門協助國外廠商前往投資的單一窗口，並協助取得
工廠用地執照。
四、 投資誘因
(一) 製造業、旅遊及國際服務業的公司稅在前 10 年最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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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10％。
(二) 補貼製造業首次使用的機械成本或工廠補貼 50％。
(三) 基礎建設首次使用的機器、工廠或設備補貼 50%。
(四) 建築業首次實際成本第一年補助 50％，隨後 4％。
(五) 補助首次建造的員工宿舍 20％津貼。
(六) 第一年飯店住宿津貼補助 50％，隨後 4％，不超過全
部資本支出為原則。
(七) 出口促進誘因，批准手工藝公司及家庭手工業部門出
口促進支出的 133％，批准商業用房出口促進支出的
150％。
(八) 礦業操作誘因，即刻減免來自礦井、設備等礦業營收
課稅。
(九) 研發和訓練費用的減免。
五、 延伸的市場
(一) 直接通往「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南部非
洲關稅同盟」(SACU)、「東南非共同市場」(COMESA) 及
歐盟等 27 國。
(二) 延伸到其它貿易板塊，包括亞洲、中東、澳洲、加拿
大、美國及俄羅斯等。
六、 投資保護
(一) 簽署投資促進暨保護協議：與美國、中華民國、英
國、德國、模里西斯、科威特等國簽署。
(二) 避免雙重課稅協議：與中華民國、英國、南非、模里
西斯、瑞典及賴索托等國簽署。
七、 投資機會
(一) 製造及裝配業。
(二) 金融。
(三) 研發。
(四) 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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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協定 (1998)。
教育。
資通訊業。
農業。
能源及礦業。
運輸及基礎建設。

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執行長德普梅蕾致詞
今天的說明會提供很好機會介紹我國投資商機，在此感謝已在史
國投資的企業的南緯實業公司林董事長，貴國在我國紡織業的發展
非常重要，占了我國紡織業的 70%，剛剛簡報已列出投資誘因及機
會，未來我們希望投資多元化，希望將紡織業成功經驗複製到其他
產業，例如資通訊、生物科技業等。
企業在國外投資需考慮許多因素，投資人在意投資的投報率、經
商環境的友善，我國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成員，可確保成員國投資
獲得保障，貴國與我國簽有投資保障協議，各位可以放心。
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提供單一窗口式服務，讓各位可以快速
開啟企業經商，也提供營運後續服務，今天在我國直接投資超過 20
家公司，大多為紡織業，我國大使館可以協助各位與本單位的溝通
聯繫，希望吸引更多產業，特別是高科技、資通訊業前來投資，也
希望邀請國經協會會員前來參加我國每年的商展，該商展同時吸引
周遭非洲國家參與，下個月（6 月）我們也會前來台北參加食品展，
歡迎各位前來參觀我們的攤位。
問答時間
與會廠商貴賓就投資史瓦濟蘭可能面臨的情形，提出問題進行
討論及意見交流，問答如下：
台灣非洲工業發展協會洪理事長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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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國可以投資太陽能、生醫、資通訊業、基礎設施、食品加工
等，從台灣搭機去貴國需要 13 小時，去美國也是，現在貴國有新的
機場，交通也很順暢，去鄰近國家都很方便，我們需要當地合作夥
伴，因為許多老闆都很忙，需要你們的協助。
本會王理事長回應洪理事長是最適合替史國宣傳的企業家，也感
謝洪理事長給予本會很多之協助。
廠商提問史方如何收購電力
史國如何購買外商所生產的電，有何誘因、獎勵措施吸引前來投
資電廠。
史方回應:
首先跟稅有關，因為我國電力短缺，市場本身就是最大的誘因，
最近的評估報告，制定專門的獎勵方案，還可以進入南部非洲市場
的，土地也沒問題，國王表示可提供土地給外資投資設廠。
菲凡能源科技孫丰鈴協理提問
我司生產鋰鐵電池，希望了解該產品在貴國的定義，算是能源業
或 ICT 業?
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理安回應:
看用途為何，製造任何產品在史國都有市場，若應用在手機就是
ICT，建議與投資促進局部門洽談以幫助投資。
大同公司林蔚山董事長表示
史國電力短缺，我們計畫前往發展，本會王理事長邀請他赴史國
考察訪問。
凌越生醫陳執行長作範提問
我司生產醫療器材，希望在史國設廠，透過史國成為輸往非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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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窗口，若按照非洲各國的法令，各國的醫療法規架構一致?產品在
史國認證生產許可後可輸往其他國家?
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理安回應:
史國法規和南部非洲的法規接近，史國是「東南非共同市場」
(COMESA)成員，正在制定共同區域法規，若產品出口，將按照共同
市場的法規，先分類產品出口類別，再決定適用何種法規。
台灣常溫公司李執行長尚祐提問
我司為食品加工業，提供水果常溫乾燥技術，今年四月很榮幸貴
國農業部長訪問我工廠，在說明會上想告知陛下我司將前往史國投
資，另外想了解貴國目前水果生產種類，生產溫帶或熱帶水果?有無
可可豆生產?
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理安回應:
我們生產很多水果，正推廣蔬果生產，非常歡迎前來投資食品加
工。
林榮譽總領事瑞岳表示
南緯實業自 2000 年前往史國設廠，目前有 5000 多位工人，史國
是非洲最和平、從未有內戰的國家，這在非洲非常稀少，我司從當
初 1 個工廠增加到 10 個工廠，目前因為「非洲成長暨機會法」(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期限關係將有些影響，但我司不
會放棄在史國投資，成為南部非洲最大紡織供應商。
史國農業可發展食品加工、生技原料產品、電子業零組件等，藉
以銷到東南非洲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往整個非洲發展，若有問題可問台灣非洲工業發展
協會洪理事長慶忠，或透過駐史大使館找我，我都願意幫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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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建議
一、 以史瓦濟蘭為跳板進軍非洲市場、可延伸到其它貿易板塊
史瓦濟蘭政經情勢穩定、人力資源豐沛、人民友善，同時為南
部非洲發展共同體（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南部非洲關稅聯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 SACU）
及東南非洲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成員國，國外投資利基可擴及區域內 2.5 億人口的消費市
場，商機龐大，可享有區域最惠國待遇，適合我商拓銷海外市場、
分散投資風險與作為進軍非洲市場的基地，同時延伸到其它貿易板
塊，包括亞洲、中東、澳洲、加拿大、美國及俄羅斯等。我國擁有
充沛資金、創新生產技術、優越管理經營知識與中小企業發展經驗，
深信加強雙邊民間經貿合作，將可達到繁榮共享、互惠的雙贏效果。
二、期待我廠商將史瓦濟蘭列入投資考察目標國
史國近期積極發展電力及再生能源計畫，且將於 2020 年主辦
非洲聯盟(AU)高峰會，刻正推動觀光產業發展，史國在電子和電腦
組裝、高科技和輕型工程、生產汽車零組件和其他零組件、資通訊
技術應用、建築業及建築材料等有很大需求，廠商可考慮前往投資。
史國皇家科技園區和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國際機場，希望邀請如食品
加工，製藥及其它生技相關的衍生商品廠商進駐。史方廠商願意與
我企業以合資企業和合作夥伴的模式，在全國推行合作關係，雙方
應持續展開互惠互利的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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