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西蘭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駐奧克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ckland 

2021年 11月 

  



 
 

目錄 

 

序言……………………………………1 

 

  壹、紐西蘭經濟概況…………………3 

 

  貳、紐西蘭商情資訊…………………7 

 

  參、紐西蘭臺商資訊…………………11 

 

  肆、數位服務平臺……………………13 

 

  伍、紐西蘭駐外館處聯繫資訊………14 
 

 

 

 



1 
 

序言 

 

臺灣與紐西蘭具有長期穩定的經貿發展關係，並於 2013 年簽署

「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與紐西蘭經濟合作協定」、2020年 2月簽

署「臺紐有機農產品驗證相互承認執行協議」、及 2020 年 12 月簽

署「臺紐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均能有效促進雙方貿易便捷

化，及提升產品競爭力。另我國在紐西蘭首都威靈頓設駐紐西蘭臺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在第一大城奧克蘭設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加強與紐國各領域互動交流，同時服務在地國人及僑胞。 

 

紐西蘭是跨太平洋全面進步夥伴協定（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RCEP）之成員，亦與澳大利亞及其他太平洋島國簽署南

太平洋自由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均有助臺商加速區域貿易發展。

另紐西蘭產業與臺灣有互補特性，紐西蘭位於南半球，農產品產季

與臺灣錯開，有利雙方農業交流，另其進口大宗為工業製品，而臺

灣機械、電子等產品行銷全球，在開拓紐國及大洋洲島國市場方面

具有優勢地位。 

 

紐西蘭為我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國家之一，政府積極協助臺商前來

紐西蘭經營產業，紐國對外商投資採取開放態度，對於外商與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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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係採取一視同仁之待遇。紐國政府強調以良好投資與經商環

境、優異之本土人力資源、研發能量及特定產業優勢等方面，吸引

外商投資，故未刻意提供外人投資優惠或租稅獎勵。 

 

本處為使臺商瞭解紐西蘭的經濟發展概況及相關投資機會，並促進

臺紐商機交流，在僑務委員會指導，及駐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協

助，彙整有關經貿資料，編成此項報告，並將定期滾動更新，供各

界人士參考運用，同時歡迎有需要之臺商隨時與代表處及辦事處聯

繫，以獲得即時服務與協助。 

 

 

 

               駐奧克蘭辦事處 處長 

 

                                        

                                         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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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紐西蘭經濟概況 

一、 人口面積 

紐西蘭地處南半球之太平洋西南岸，距澳洲 1,600 公里，主要由南

北兩島組成，全國面積 26 萬 8021 平方公里，與英國面積相當。

紐西蘭人口 511 萬人，大部分人均說英語，紐西蘭全國人口約有

四分之三住在北島，四分之一住在南島；奧克蘭、威靈頓與基督

城為主要城市。 

 

二、 自由經濟體制 

紐國經貿體制自 1984 年以來實施全面自由化，其經貿體制自由及

透明程度以及政府官員廉潔度均名列世界前茅。紐國對外商投資

係採取開放和歡迎之態度，並認為外商投資有助於紐國經濟發展

及就業機會之提供，惟並未刻意提供外人投資優惠或租稅獎勵，

對於外商與本國廠商係採取一視同仁之待遇。故在吸引外商投資

上，紐國政府係強調良好投資與經商環境、優異之本土人力資

源、研發能量及特定產業優勢等方面，而非著重於賦稅優惠上。 

 

三、 經濟概況 

（一） 紐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2020

年全年經濟衰退 2.9%，創下近年來最大幅度衰退紀錄，整體經

濟規模為 3,220 億紐元（約 2,093 億美元）。惟政府祭出擴張性

財政政策，投入大規模紓困計畫，有助避免經濟陷入大幅衰退及

失業率升高問題，表現優於多數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 

（二） 2020 年紐國初級產業產值約占整體經濟 6.3%，工業約占

18.4%，服務業約占 67.4%，2020 年紐國貨品貿易總值約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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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紐元，其中出口約 599 億紐元，約與 2019 年持平；進口約

570億紐元，較 2019年減少 11.5%。紐國最主要出口貨品為農林

漁牧產品，其中乳製品占貨品出口逾四分之一，在進口方面，紐

國最主要進口工業產品，包含機械儀器、設備、汽車及零配件

等，2020 年因交通運輸相關需求減少，且企業投資趨於保守，

進口衰退幅度不小。 

 

四、產業概況 

（一）初級產業 

紐西蘭土壤肥沃，降雨及日照等農產品生產條件優良，搭配

精良進步的農業科技，造就紐國在農林漁牧等初級產業表現

亮眼，初級產業出口約占紐國出口總額之一半，紐國為全球

第 12 大農產品出口國，第 2 大乳製品出口國，第 1 大羊肉

出口國。政府規劃在未來 10 年種植 10 億顆樹木，預測林業

製品出口可持續成長，另水果花卉等園藝產品如奇異果、蘋

果、梨生產數量均將持續成長，未來數年並將擴大黃金奇異

果種植面積。紐國水產品（不含養殖業）每年捕撈量為 60

萬噸，85%至 90%之水產品外銷。紐國養殖水產品產業規模

約 5.5 億紐元，主要產品為綠殼淡菜、國王鮭魚及太平洋牡

蠣。 

（二）觀光旅遊業 

旅遊業為紐國第一大出口產業，2019 年為紐國經濟貢獻 160

億紐元（包括觀光客及國際學生），2019 年來紐觀光客人數

約達 389 萬人，近年臺紐互訪觀光旅客成長顯著，2019 年紐

國訪臺旅客達 15,171 人次，我國訪紐旅客則達 53,453 人



5 
 

次，2020 年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影響，紐西蘭自 2020年 1月起限制部分國家旅客入境，3月

19 日起全面關閉邊境，重創觀光旅遊業，政府規劃於 2022

年初開放國境。 

（三）製造業 

2018年報告，紐國製造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約 12%，出口金額

約占整體出口一半，以食品飲料加工業、機械設備製造業、

化學及石化提煉業及金屬加工業為主。由於紐國市場規模有

限，距離主要市場距離遠，不利從事大規模製造生產，業者

多以創新、高附加價值產品取勝，例如醫療設備、嬰兒配方

奶粉、藥品、化妝品、農業機械及巧克力等。 

食品飲料加工業為紐國最重要的製造業，占製造業整體產值

32%，以奶粉、乳酪、奶油、肉品及水產品加工、酒品、果

汁飲料、營養補給品及巧克力等為主，其次為機械設備製造

業，占製造業整體產值 17%，化學及石化提煉業占製造業整

體產值 12%，金屬加工業占製造業整體產值 11%。 

（四）科技產業 

紐國目前約有 29,000家科技產業公司，創造 162億紐元之國

內生產毛額，約占總體 GDP 之 8%；科技產業並為紐國第 3

大之出口產業，出口貨品及服務金額達 63 億紐元，約占總

體出口之 9%。目前政府投資 20 億紐元，興建超高速寬頻網

路，以達成 2024 年前全國 84%民眾可使用光纖上網之目

標，並改善鄉鎮偏遠地區之寬頻網路建設。另紐西蘭電影後

製及特效產業舉世聞名，連帶造就紐國虛擬實境產業蓬勃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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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技醫療產業 

紐國農業生物科技領先，農林牧等初級產業係紐國最具出口

競爭力之產業，提供農業生物科技之良好發展基礎，紐國動

植物養殖育種及基因研究聲譽卓著，並以改良乳品、肉品、

水果及飼料生產方式、防治疫病及生殖繁衍等能力見長。另

紐國業者專精開發新藥及疾病診斷領域，在癌症微分子免疫

治療、氣喘、糖尿病、神經疾病、免疫學、骨質疏鬆等方面

研究成果突出。而在創新保健食品、天然食品亦有不錯的發

展。 

 

五、投資環境風險 

2020 年世界銀行全球經商環境報告指出，紐西蘭在經商容易度高

居世界第一，創業取得貸款之容易度世界第一，對少數投資者的

保護位居全球第三。紐西蘭在 2020 年國際透明組織的公共部門廉

潔度排名世界第一。另紐西蘭在稅收制度具有高度競爭力，法規

簡明易懂。 

紐西蘭為高度發展國家，在世界經濟論壇《2019 全球競爭力報

告》中，紐西蘭的整體競爭力在 141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19。美國

國務院外交安全局「海外安全顧問委員會」的報告資料，對紐西

蘭的犯罪評等、恐怖主義評級、政治暴力程度的評級皆為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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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紐西蘭商情資訊 

一、 臺紐雙邊經濟合作協定、投資保障協定、租稅協定等 

（一） 2013 年我國與紐西蘭簽署「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與紐西蘭經

濟合作協定」（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稱 ANZTEC）。 

（二） 2020 年 2 月 26 日我國與紐西蘭簽署臺紐有機農產品驗證相互承

認執行協議，並自 2020年 4月 30日起實施，經臺紐有機驗證系

統驗證合格之有機農產品得進行進出口貿易。協議內容、臺紐有

機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流程指南、相關驗證機構及文件格式等資訊

請 至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農 糧 署 網 站 查 詢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54

8&article_id=46467。 

（三） 2020 年 12 月 18 日我國與紐西蘭簽署「臺紐優質企業相互承認

協議」，我國優質企業(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AEO)計

畫與紐西蘭安全出口計畫(Secure Exports Scheme，SES)相互承

認，並自 2021年 3月 18日起實施。經認證之業者得享有通關優

惠待遇，有助提升貿易便捷化，並提升產品競爭力。相互承認作

業 說 明 請 參 考 財 政 部 關 務 署 網 站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698?cntId=18f0147e98fa4a0a

ae2ab4a5ee760fc6。 

（四） 臺紐經濟聯席會議：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國經協

會）自 1985 年舉辦臺紐經濟聯席會議，係促進兩國企業界溝

通、交流之重要平台，雙邊會議因故於 2008 年起中斷，後經雙

方努力於 2018 年復會，重新建立兩國民間交流、拓展經貿商機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548&article_id=46467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548&article_id=46467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698?cntId=18f0147e98fa4a0aae2ab4a5ee760fc6
https://web.customs.gov.tw/singlehtml/698?cntId=18f0147e98fa4a0aae2ab4a5ee760f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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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橋樑。2018 年於臺北舉行，2019 年於紐西蘭舉行，會議由中

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紐西蘭委員會主任委員(黃育徵、陳昭

義)與紐臺經濟協進會范千里主席（Charles Finny）共同主持，促

進雙方企業實質交流。 

（五） 紐西蘭對外政策著重貿易，追求外銷市場通路、地區經濟結合、

推動國際社會解決氣候變遷、天然資源、環境保護等議題，並計

畫在 2025年將外銷金額由目前之 30%提升至 GDP的 40%。其境

內較具規模之外貿組織 Business New Zealand （網址：

https://www.businessnz.org.nz）。 

（六） 2020 年我國對紐國輸出為 8.7 億元紐幣，自紐國輸入為 13.2 億

元紐幣。另紐西蘭主要輸出產業項目：乳製品、肉類及食用雜

碎、原木及製品、食用水果、飲料與酒類、機器及機械、魚類、

穀物調理食品、鋁及鋁製品、電機設備；主要輸入產業項目：車

輛及零件、機器及機械、汽油類產品、電機及設備、紡織及製

品、塑膠、光學及醫療測量儀器、飛機及零件、鋼鐵製品、醫藥

品。其主要出口國家為中國、澳洲、美國，主要進口國家為中

國、澳洲、美國。 

 

二、 投資法、公司法： 

紐西蘭最常見的商業形式是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紐西蘭外商投資的

主要機關為海外投資辦公室(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並

需遵守「2005 海外投資法(Overseas Investment Act 2005, OIA)」的

相關規定。非居民企業若要在紐西蘭從事商業活動，依據「1993

年公司法(Companies Act 1993)」之規定必須註冊成為海外公司。 

 

https://www.businessnz.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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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地重要投資相關機構： 

（一） 紐西蘭海外投資辨公室（ 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Land 

Information New Zealand） 

電話：（64-4）462-4490 

電子郵件信箱：oio@linz.govt.nz 

網站：http://www.linz.govt.nz/regulatory/overseas-investment 

主要負責工作：審核外人來紐國投資申請案 

（二） 紐西蘭企業創新暨就業部（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地址：PO Box 1473, Wellington, 6140 New Zealand 

電話：（64-4）472-0030 

傳真：（64-4）473-4638 

網站：http://www.mbie.govt.nz 

主要負責工作：制訂及執行紐國整體經濟發展政策及措施 

（三） 紐西蘭貿易暨企業發展局（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地址：Level 15, The Majestic Centre, 100 Willis St,Wellington, 

New Zealand 

電話：（64-4）816-8100 

傳真：（64-4）816-8101 

網站：http://www.nzte.govt.nz 

主要負責工作：協助外商在紐國進行投資及產業技術合作，協助

紐商拓展對外貿易及外商來紐採購 

（四）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New Zealand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號 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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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20-5228 

傳真：（02）2720-5255 

電子郵件信箱：nzcio.tpe@msa.hinet.net 

主要負責工作：負責紐國對我之貿易及投資推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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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紐西蘭臺商資訊 

一、 投資產業 

臺商在紐西蘭之主要投資項目包括：資通訊、機械、教育、觀

光、貿易、食品加工等，惟規模普遍不大。其中，較具規模之業

者包括聯強、宏碁、東元電機、奧克蘭商學院、中華電視網、奇

異鳥旅行社、好樂迪旅行社、彩虹旅行社、經營茶園之 Zealong 

Tea 公司及亞洲食品進口批發商 T-Mark 等公司，從事貿易觀光及

奶粉製造的 Farmers Corner 公司，以及開發自有品牌「太紫

（Taizi）」高梁酒之盧氏兄弟等，皆係臺商在紐投資較成功之案

例。在紐之主要臺商團體有紐西蘭臺灣商會（含青商會）、紐西

蘭南島臺商協會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紐西蘭分會及基督

城分會等。 

二、 投資金額 

我國廠商及移民在紐西蘭投資熱潮出現於 1993至 1997年期間，其

中尤以 1993 年和 1996 年投資金額 7,426 萬紐元和 5,488 萬紐元最

多，其餘年度亦均超過 1,000 萬紐元；另自 1998 年開始，投資金

額即出現下滑，每年均不及 400 萬紐元，1999 年和 2004 年更低於

100 萬紐元以下。依據前述紐國統計，我國歷年來累計在紐投資金

額，以 2009 年的 25億 8,000萬紐元為最高峰。目前我國在紐西蘭

投資金額（非直接投資）約 29.7億紐元。 

三、 臺商社團組織 

（一） 紐西蘭臺灣商會 

會長：黃柏誠 (Tommy Huang) 

電話：+64-292839425 

電子郵件：tbanz99@gmail.com 



12 
 

（二） 紐西蘭南島臺商協會  

會長：胡振軒(Tom Hu) 

電話：+64-226829954 

電子郵件：tbanz1996@gmail.com 

（三）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紐西蘭分會 

會長：游惠卿(Angel Yu) 

電話：+64- 272799918 

電子郵件：gfcbwnz@hotmail.co.nz 

（四）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基督城分會 

會長：蕭蘭香(Jennifer Hsiao) 

電話：+64-210673526 

電子郵件：jenniferching@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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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數位服務平台 

紐西蘭僑務秘書為提供境內僑胞便捷快速且免費僑務諮詢服務，特

設置本 LINE 帳號專線，以語言、圖文具影像等多元方式，讓僑胞可

跨越洲際，透過網路快速且無須支付電話費用方式獲得各項僑務服

務。歡迎僑胞朋友搜尋 LINE 帳號:Taiwan-Auckland，會有專人免費

提供諮詢服務與相關協助，或由以下便利連結加入： 

https://line.me/ti/p/kdrKwMMBv2。 

 

 

 

 

 

 

  

https://line.me/ti/p/kdrKwMMB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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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紐西蘭駐外館處聯繫資訊 

一、 紐西蘭代表處及辦事處 

我國於 1973 年 5 月在紐西蘭設立「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1991 年 12 月更名為「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即中華民

國駐紐西蘭代表處）至今。另於紐國第一大城奧克蘭

（Auckland）設立「駐奧克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要任務

在增進我國與紐國間之經貿、文化交流等各項雙邊關係，並加強

對我旅居紐國僑民之服務。另經濟組配設於代表處，僑務秘書及

移民秘書配設於辦事處，為僑臺商及僑民提供服務。 

（一） 駐紐西蘭代表處：設於威靈頓，領務轄區為紐西蘭北島中部

Taupo 湖以南(不含 Taupo 市)及南島全部地區，主要城市有首都

威靈頓(Wellington)、基督城(Christchurch)及但尼丁(Dunedin)。 

（二） 駐奧克蘭辦事處：設於大奧克蘭市，轄區為 Taupo 湖(含 Taupo

市)以北地區，轄內主要城市有大奧克蘭市(Auckland)、漢彌爾

頓(Hamilton)及羅托魯阿(Rotorua)。 

 

二、 經濟業務服務 

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負責推動貿易及投資業務，透過與紐西蘭公

部門和產業界交流，強化臺紐雙邊經貿關係，亦蒐集臺紐業界貿

易及投資等相關資訊，提供業界參考。 

聯絡資訊： 

電話：+64-4-4736474 

傳真：+64-4-4738962 

E-mail：tecowec@taipei.org.nz 

mailto:tecowec@taipei.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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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hysical address: Level 23, The Majestic Centre,100 Willis 

Street, Wellington 6011,New Zealand 

 

三、 僑務業務服務 

僑務委員會派駐 1 名僑務秘書於駐奧克蘭辦事處，負責推動紐西

蘭僑務業務。 

聯絡資訊： 

電話:+64-9-3033903#206 

傳真: +64-9-3023399 

電子郵件: aucklandocac@gmail.com 

 

 

 

mailto:aucklandoca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