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鹿非洲、關鍵密碼 



逐鹿非洲、關鍵密碼 

  

 各國勢力在非洲 

 「蹲點深耕」  

 製造業是非洲未來成長的關鍵 

 「在地生產」  

 跳躍的非洲 

 「跳躍思考」  
  

  



• 肯亞：草原矽谷 

• 盧安達：非洲新加坡 

• 迦納：西非模範生 

• 摩洛哥：歐洲的後花園 

 

跳躍的非洲 – 現代的風貌 



各國勢力在非洲 
歐 洲 勢 力  

美 國 、 中 國  

印 度 、 黎 巴 嫩 、 日 本  

台 灣  



探索非洲 
文化複雜，縱橫交錯 多元文化的非洲 

7世紀—阿拉伯人—北非阿拉伯
文化圈13國 

16世紀—歐洲人 

 -西非法語文化圈22國 

 -東南非—英語圈20國 

 -葡語6國 

黎巴嫩人在西非、印度人在東
南非 

21世紀中國一帶一路 

 

 

 



世界各國的非洲 ─ 黎巴嫩人在非洲 

黎巴嫩人掌控金脈實力強  
 
世居於象牙海岸的黎巴嫩人計8萬人，僅佔象牙海岸2 ,420萬人
之0 .3%，卻掌控該國40%經濟動能。  
成立於2010年的象牙海岸黎巴嫩商工會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 ' INDUSTRIE  L IBANAISE  DE COTE 
D ' IVOIRE,  CCILCI ) ，計有273家公司會員，總營業額達32
億美元，雇用30萬員工，貢獻全國8%的GDP以及15%之稅收，
此些數據均顯示象牙海岸的經濟動能皆掌控在黎巴嫩人身上。  
 
 
黎巴嫩人在西非地區極為活躍，西非大規模製造業及重要產業
幾乎均由他們掌控。他們通常是在西非某地 (譬如說象牙海岸 )  
事業有成，於是延伸至西非地區另一國設立廠房，接著是第三
地，於是整個集團在西非各地均有事業體。我廠商若欲開拓本
地市場銷產業機械設備，絕對不能忽略他們。  
 
 
 



世界各國的非洲 ─ 印度人在非洲 

 印度人掌控金脈實力強 

 

1652年荷蘭人引進印度人。 

 英國引進印度工人-基礎建設、農耕。1896-

1901引進3萬名印度工人 

 300萬印度裔人口在非洲。 

 甘地曾在南非21年 

 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東非印度移民協會。 

 南非- 納塔而省 班德市印度裔人口超過100萬

人。 

  



印度人在東非 
 迦納的連鎖超市規模最大者首推印度裔投資的Melcom Group，在全國有33個賣場 



日本布局非洲一覽表 

2021/8/26 

資料來源: 
豐田通商 



台商在非洲投資情況 

資料來源：Africa Economic Outlook 2018、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交部 

華碩、技嘉、陽
明海運、亞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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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亞而特、旭榮紡織 

旭榮製衣、芳泉企業、
榮允實業、 

新宜兒製衣、亞而特 

如興(牛仔褲) 

宏全國際(瓶蓋、飲料代工) 

泰昇集團(尿布)、六角國際 

世曦工程(生技園區與醫院)、南緯(紡織) 

華碩、三陽工業、 
宏全國際(瓶蓋、飲料代工) 
 

宣德能源 

鴻宇水產(銷售與漁撈業) 

正新(輪胎)、永發工業(橡膠)、
荃瑞(機車) 

福爾摩沙塑膠(家具)、亞而特、華碩 

年興、聚陽實業(成衣廠)、南緯(紡織)、旭榮紡織 

埃及 

衣索比亞 

肯亞 

坦尚尼亞 

莫三比克 

模里西斯 

史瓦帝尼 
賴索托 

南非 

奈及利亞 

塞內加爾 

布吉納法索 

阿爾及利亞 

亞而特(展示區) 

迦納 

馬達加斯加 

振大纖維 

剛果民主共和國 
Pain Royal (麵包和巧克力) 



蹲 點 深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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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未來成長的關鍵 
發展製造業  



非洲成長的關鍵 ─ 發展製造業 

一個只出口原物料的國家是無法賺錢的，
要做成品出口國。 

─ 丹哥特 (奈及利亞首富) 
 

奈及利亞：永續經濟計劃 
迦        納：一村一廠政策 
肯        亞：Big 4 政策 
摩  洛  哥：加速工業發展計劃 
 

AfCFTA：境內製造業大國優先受惠 



非洲各國也開始推出產業政策 
  

迦納-產業政策 
一區一廠 

肯亞-四大行動計畫 
加強製造業 9.2%，2022年20% 



在 地 生 產 
逐鹿非洲，關鍵密碼 



跳躍的非洲 
新創、電商 



非洲
新創 

德國《明鏡周刊》等國際媒體形容的「熱帶草原 矽谷」（Silicon Savannah
）：肯亞首都奈洛比。 

 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奈洛比是非洲最好的Hub（新創基地）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09250027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09250027


8/26/2021 

日本新創100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公社JETRO 

 

跳躍的非洲 – 電商獨角獸出沒 

奈及利亞 肯亞 

南非 

埃及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公社JETRO 

 

跳躍的非洲 – 非洲設計，時尚創意 

  根據德國工業研究聯合會
(BDI) 2019年研究指出，非
洲圖案被公認為具時尚和標
誌性的，越來越多的國際時
尚品牌也將非洲風格融入，

世界銀行還推出了
Fashionomics Africa計劃，
提高如象牙海岸、奈及利亞、
肯亞和南非成衣設計業在國

際舞台上的形象。 



跳 躍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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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非洲市場 
市場面 

產業面 



市場面 
分層進擊 

主力市場、潛力市場、關注市場  



非洲主力市場及潛力市場 
依

GDP
總額
排序 

中文國名 
GDP總額(十億美元) 進口金額(十億美元) GDP成長率(%) 

2018-2020平均 2016-2018平均 2018-2020平均 

挑選基準 GDP超過100億 GDP超過900億 
進口超過100億 

GDP介於900-100億 
GDP成長約6%以上 

18 尚比亞 24.7                                     
8.5  2.5  

19 塞內加爾 24.4                                     
6.8  6.5  

20 波扎那 19.0                                     
5.9  4.1  

21 馬利 17.9                                     
4.0  4.9  

22 加彭 17.1                                     
2.1  2.4  

23 辛巴威 15.6                                     
5.5  -0.3  

24 莫三比克 15.4                                     
6.0  3.7  

25 布吉納法索 14.9                                     
3.8  6.3  

26 貝南 14.7                                     
3.0  6.6  

27 奈米比亞 14.6                                     
7.3  0.4  

28 模里西斯 14.5                                     
5.1  3.8  

29 幾內亞 13.3                                     
4.1  5.9  

30 馬達加斯加 12.8                                     
3.5  5.2  

31 赤道幾內亞 12.5                                     
1.0  -5.1  

32 剛果共和國 11.6                                     
3.7  2.8  

33 查德 11.3                                     
0.7  3.4  

34 盧安達 10.3                                     
2.8  8.2  

依
GDP
總額
排序 

中文國名 
GDP總額(十億美元) 進口金額(十億美元) GDP成長率(%) 

2018-2020平均 2016-2018平均 2018-2020平均 

挑選基準 GDP超過100億 GDP超過900億 
進口超過100億 

GDP介於900-100億 
GDP成長約6%以上 

1 奈及利亞 446.5                                   
33.5  2.2  

2 南非共和國 365.6                                   
83.7  0.8  

3 埃及 301.6                                   
68.5  5.6  

4 阿爾及利亞 175.1                                   
47.4  2.1  

5 摩洛哥 120.7                                   
46.0  3.1  

6 肯亞 98.6                                   
16.1  6.0  

7 安哥拉 95.5                                   
15.4  -0.1  

8 衣索比亞 91.7                                   
13.6  7.4  

9 迦納 67.5                                   
12.0  6.4  

10 坦尚尼亞 62.1                                     
8.1  6.0  

11 剛果民主共和國 49.2                                     
6.0  4.7  

12 象牙海岸 45.3                                     
9.7  7.4  

13 突尼西亞 39.4                                   
20.4  2.1  

14 喀麥隆 39.3                                     
5.3  4.1  

15 利比亞 36.0                                   
10.8  -0.4  

16 蘇丹 32.9                                     
9.1  -2.1  

17 烏干達 30.9                                     
5.7  6.2  



如何進入非洲市場 – 分層進擊 
 

潛力市場 

2018至2020年
GDP年平均值達
100億美元以上 

(共34國) 

經濟規模 
1000億美元以上 

450-1000億美元 

100-450億美元 

奈及利亞、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 

肯亞、安哥拉、衣索比亞、迦納、坦尚尼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象牙海岸 

突尼西亞、喀麥隆、利比亞、蘇丹、烏干達、尚比亞、塞內加
爾、波扎那、馬利、加彭、辛巴威、莫三比克、布吉納法索、
貝南、納米比亞、模里西斯、幾內亞、馬達加斯加、赤道幾內
亞、剛果共和國、查德、盧安達 

主力市場 

2018至2020年GDP年平均成
長率達4%以上 

(共7國) 

利比亞、尼日、象牙海岸、貝南、盧安達、塞內
加爾 

2016至2018年自全球進口額年
平均達150億美元以上 

(共7國) 

南非、埃及、摩洛哥、奈及利亞、阿爾及
利亞、突尼西亞、肯亞 

自全球進口表現 經濟成長率 

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突尼西亞、喀麥隆、利比
亞、蘇丹、塞內加爾、馬利、加彭、辛巴威、幾內亞，共13國 關注市場 



產業面 
六大產業 



非洲四大市場基本需求 

  

  

保障糧食安全 
供生活必需品 

基礎建設 強化運輸能力 

確保能源 
(電力)供應 

 以汽車零配件、
機車零配件 協
助非洲強化運
輸能力 

 以農業技術、農業水產養
殖設備、食品加工機械 協
助非洲提高糧食生產 

 以綠能產品 協
助非洲增加能
源供應 

 以產業機械(如橡塑膠機
械) 協助非洲提升製造能
力 

 鐵路、公路、機場、港口，
道路等等基礎建設均急需
加強。 



非洲市場商機在哪裡? 

1. 
2. 
3. 
4. 
5. 

農業為主軸 

電力缺乏 

基礎建設 

  交通運輸工具 

食品加工和包裝機械設備及技術需求多。 

能源相關產品具商機。 

建材、五金產品與機電設備需求增加。 

以二手車為主，汽機車維修工具及其零件

需求多。 

發展製造業 臺灣機械設備品質佳、口碑好、具市場潛力。 

10 



食品加工 

資料來源：經貿透視雙周刊 

剛果(金)Pain Royal麵包廠，
日產40萬條法國麵包 



2019年非洲生產110萬 
5147輛，占全球1.2% 

631,983 

394,652 
60,012 

18,500 

非洲每千人44輛車低於世 
界180輛的平均值 

產業商機—發展汽車產業 

單位:輛 



機車產業 

資料來源：荃瑞企業有限公司、叡揚資訊專文報導、經貿透視雙周刊 

吳迺松 
荃瑞企業，以Qlink品牌
深耕奈及利亞逾20年。 



汽車 輪胎 

資料來源：拉哥斯台貿中心、經貿透視雙周刊 

吳孟宗 
豐雪輪胎公司，現任非洲
台商總會會長，代理正新
輪胎。 



綠能產業 



       提升台灣形象 

  與台日美企業第三地市場合作 

1. 
2. 
3. 
4. 
5. 

6. 

  展團行銷 

加強經貿關係 

促成產業合作，以投資帶動貿易 

       促進人才交流 

  市場調查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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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