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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位於非洲南端，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及現代化基礎設施，更是

非洲唯一掌握人造衛星技術的國家。 

據南非中央統計處人口普查統計，全國人口約為 5,800 萬人。臺僑

移民南非時間多集中在 1985 年至 1994 年間，當時南非政府為吸引

外資，給予外國投資者優厚條件，吸引臺僑前往投資設廠。臺商於

斐各地區成立臺灣商會發揮更大的乘數效果，結合更多的臺商以創

造更大的商機。 

南非為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會員，根據非洲聯盟(AU)資

料，AfCFTA 包含 55 個非洲國家，是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單一市

場，區內生產總值(GDP)達 3.4 兆美元，外商可接觸全新的龐大市

場，增加內、外銷機會。據世界經濟論壇分析，隨著投資限制放

寬，預期未來投資者將湧向非洲，而外資湧入也會推動銀行體系發

展，繼而促進投資和消費貸款。 

駐南非代表處為使各界瞭解南非的經濟發展概況、相關投資機會並

促進商機交流，撰寫本「南非臺商投資環境報告」，報告內容係參

考經濟部投資處、貿易局刊登資料及本處經濟組定期發布的「臺斐

經濟貿 e 雙週刊」，並考察我外貿協會提供的商情資訊及觀察我區

僑臺商發展狀況，希冀提供南非經濟概況，以及各種商情與臺商資

訊，給臺灣及海外各界參考。 

 

特此為序 

駐南非共和國台北聯絡代表處 
                               2021年 7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非洲南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礦產資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人造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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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臺商投資環境報告 

 

壹、 南非經濟概況 

一、 總論 

(一) 受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疫情影響，南非統計局 3

月份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南非經濟萎縮了 7％。主因

是製造業的萎縮，衰退 1.4 個百分點，降幅為 11.6

％ ；貿易、餐飲和住宿占 1.3個百分點，同比下降 9.1

％；運輸、倉儲和通訊業則占 1.3 個百分點，降幅為-

14.8％。 

(二) 今年南非統計局於 6月 8日公布之 GDP成長率為 4.6%，

其中以金融、礦業和貿易成長最高; 金融業成長 7.4% 

提高 1.5 個百分點、礦業成長 18.1% 提高 1.2 個百

分點、貿易業成長 6.2%，提高 0.8 個百分點，然南非

Eskom 國營電力公司宣布自 2021 年 4 月起調漲電價

15.06%，並預計 7月 1日向市政府調漲至 17.80%，各省

市政府將依各省財務預算再訂定新的電力收費標準，當

地製造業及礦業生產成本將大幅提高，仍需觀察政府支

出財政狀況、電力供應短缺等因素可能帶來之影響。 

(三) 南非儲備銀行行長 Lesetja Kganyago 表示，貨幣政策

委員會已決定不改變回購利率，決定將其保持在 3.5％

的水平。南非政府預期通脹保持穩定，儘管通脹風險增

加，但委員會仍預計通脹將在 2021 年得到控制，然後

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升至通脹目標範圍的中點左右。 

(四) 南非疫情於 5月迎來疫情第三波，5月 31日起宣布防疫

封鎖第二級管制。儘管南非政府已取得新疫苗，然預期

最快至 2021 年下半年才能收到，為加快控制疫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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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醫護人員已施打完畢，第二階段進行 60 歲以上

長者施打，並持續增加公共疫苗施打地點，加強疫苗施

打率，以增強群體免疫力，但也同時增加政府財政支出

壓力。 

 

二、 南非經濟動態 

(一) 南非經濟相當倚重外人投資，FDI 金額占 GDP 之比重超

過 50%以上，國際收支平衡帳須倚賴外人資本流入，方

能抵銷經常帳逆差。南非 Ramaphosa 總統於 2018 年初

上臺後，迅速處理貪腐問題，恢復政府良善治理機制，

有助政府財政健全，並刺激消費者及投資人信心回升，

可望增加投資及帶動經濟成長，南非仍必須進行結構性

改革，方有助經濟長期成長。 

(二) 南非先後批准以下 10 個經濟特區，分別為開普敦 

Atlantis 、東開普省之 Coega 及 East London、夸祖

魯那他省 Richards Bay 及 Dube Tradeport、西開普省 

Saldanha Bay、自由省 Maluti-a-Phofung、豪登省 OR  

Tambo、林波波省 Musina-Makhado 與近普馬蘭加

Nkomazi。截至 2021年 2月，已為南非帶來約 610 億蘭

特投資，並有 234 家企業於經濟特區中營運，創造超過

15,000以上工作機會。 

(三) 南非貿工部針對設立於經濟特區內之企業提供多項

投資優惠，包括薪資所得稅減免、公司所得稅率

15%(一般為 28%)、加值稅 (15%)退稅與免關稅優

惠、建築類資產加速折舊補貼等。關於優惠措施條

件有以下規定：第一，需於南非註冊成立、或者公

司負責人需為該國稅務居民，同時將公司設立於經

濟特區。第二， 90%以上收入需來自特區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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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精、菸草、軍火武器製造，以及製造過程危

害食品安全之生產活動不在此減免範圍中。第四，

適用優惠減免之公司，扣抵額度不得高於 20%，其

所得取自關係人且該關係人為南非居民，不得超過

20%。 

(四) Coega 特區為非南地區最大經濟特區，吸引包括農

產加工、汽車、水產、能源、物流等產業。

Richards Bay 連接南非二重要港口(德班及理查茲

灣)，並與莫三比克接壤及東非地區，主要為出口導

向之投資。Saldanha Bay 特區主要為原油、汽油

及海運物流及維修工程。 Dube Tradeport 以汽

車、電子用品、服飾紡織產業為主，園區內之 Dube 

Agrizone 則有花卉園藝等高附加價值之農業產

品。Musina-Makhado 為進入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之重要經濟特區，亦接近辛巴威等鄰國，以

農產加工、輕工業、以及石化產業為重點投資產

業。 

(五) 南非貿工部最新發布的貿易政策聲明中表示將制定

更為嚴格的進口政策，以保持國內外生產商之間的

公平競爭。儘管貿易對促進南非工業發展和提高就

業率方面都發揮積極作用，但南非需要制定有效的

貿易防禦文書，以打擊不公平和有害進口。目前該

部門正在審查相關立法，簡化適用和調查程序，以

便採取更為迅速和有效的行動。貿工部表示將繼續

加強與南非稅務部門的合作，消除非法貿易和進口

商品發票不足等給經濟帶來的巨大損失。南非佔世

界商品貿易的 0.53%，佔世界服務貿易約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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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60.4%。此

前，南非面臨商品貿易持續逆差的問題，儘管南非

在 2020 年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大的貿易順差，但這

主要是由於經濟衰退導致的進口大幅減少。 2019

年，南非佔 GDP 總額 25%的進口商品比重明顯高於

許多其他國家，例如巴西為 9.6%，美國為 12%，歐

盟為 14%，俄羅斯和中國約為 14.4%，印度僅在

17%以下。貿工部近期還曾提出本地化戰略，有望

在未來 5 年內實現價值 2000 億蘭特的額外產品本

地化生產。 

(六) 據南非每日商報 5 月 16 日報導，南非政府及汽車

行業正在逐步達成一項鼓勵本地使用和生產電動汽

車（EVs）的戰略，南非汽車行業已經與南非貿工

部長帕特爾就將電動汽車納入汽車政策舉行一系列

會議。南非汽車商業委員會負責人警告稱，如果汽

車行業不轉向電動汽車製造，將會造成巨大的就業

損失和出口下降。報導稱，南非汽車行業近三分之

二汽車用於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銷往計劃禁止銷

售傳統柴油和汽油內燃機汽車的國家。 

(七) 依 據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Authority 

of SA 報導指出，南非目前 90%人口是使用 3G，

75%人口是使用 4G，繼 2020 年 3 月實施疫情封鎖

後，數據網路需求大增，據南非 Fin24 本 5 月 18

日 報 導 ， Vodacom 週 二 發 布 年 度 報 告 顯 示 ，

Vodacom 本財年截至 3 月底收入增長 8%，達到 983

億蘭特。由於競爭委員會大力推動降價，去年

Vodacom 部分關稅降幅高達 40%。然而，得益於數

據需求激增以及金融服務需求增加，Vodacom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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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仍然增長 7%，包括坦桑尼亞、賴索托、剛果和

莫三比克在內的國際業務服務收入增長較為緩慢，

增長幅度僅為 1.6%。此外，Vodacom 在過去一年裡

客戶數量增加 820 萬，為包括肯尼亞移動集團

Safaricom 在內的 1.237 億客戶提供服務。 

(八) 在資訊產品方面，南非電腦業主要品牌包括

Hewlett-Packard、Acer、Dell，及 Mustek 等，

多數係進口零組件後於本地組裝成機，惟電腦 DIY

市場不像臺灣普遍，我商應有發展空間，但宜與當

地經銷商合作商機。由南非資通訊產業市場潛力無

窮，許多大型國際企業例如 IBM、Unisya、微軟、

英 特 爾 、 Systems Application Protocol 

(SAP) 、 Dell 、 Novell 、 Compaq 、 西 門 子 、

Alcatel 、 Ericsson 、 Altech 、 Grintek 、

Spescom、Tellumat 與等紛紛前來設立分公司，除

開拓本地市場外，並拓展廣大非洲市場。 

(九) Rain 公司配合南非總統對南非 5G 市場進行大量投

資。南非網路業 Rain 公司與華為公司合作推出高

速度 5G 網路，成為全球數個首先推出 5G 網路的國

家之一，不僅提供每月合約，使用者不需長期綁

約，且不僅下載速度更快，連網更加穩定。 

(十) 鑒於電視空白頻譜可有效推動鄉村地區網路服務普

及化，已有南非業者尋求與我業者在電視空白頻譜

撥放器及頻譜資料庫管理合作。因此，無論遠距醫

療、遠距教學、居家辦理、疫情感染追蹤等，資通

訊設備及管理等產品均應具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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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南非商情資訊 

一、 南非各項基本設施堪稱現代化，公路、鐵路、航空及

港口等交通建設尚屬完備，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南

非為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之政經領導國，SADC

共同體 15 個會員國為波札那、賴索托、馬拉威、模里

西斯、莫三比克、納米比亞、馬達加斯加、南非、史

瓦帝尼、坦尚尼亞、安哥拉、剛果、賽席爾、尚比亞

及辛巴威等 15 個非南國家。南部非洲開發共同體系非

洲大陸最具發展潛力之區域性經貿組織，SADC 自由貿

易區經濟整合目標為:2010 年實現關稅同盟;2015 年建

立共同市場;2016 年成立貨幣聯盟;2018 年實行統一貨

幣。2015 年 6 月 10 日東南非洲共同市場 (COMESA)、

東部非洲共同體(EAC)和南非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

等 26 個會員國達成共識並簽屬三方自由貿易區協議，

建立優惠關稅共同架構，放寬各成員國間貨物流通限

制，創造涵蓋 26 國、6.25 億人口共同市場。 

二、 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於 2018 年 3 月 21 日於盧

安達舉行之會議正式宣布設立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

(African Continent Free Trade Area, 

AfCFTA)，期望可將非洲整合為單一市場，非洲各國商

品及服務即可順利通行非洲大陸，提高區域內貿易

量，逐漸整合非洲各國產業形成產業鏈。AfCFTA 搭配

其他政策，例如標準融合、改善基礎建設，產業逐步

提升、提升海關效率，強化智慧財產權及投資保障，

已提高外人赴非洲投資意願。 

三、 美國非洲成長暨機會法(AGOA)擴大對撒哈拉以南非非

洲國家之貿易優惠，對南非產品出口亦將有相當助



 
 

8 
 

益，尤其汽車及其零組件產業受益最多，發展甚具潛

力。美國總統歐巴馬已於 2015 年 6 月 29 日簽屬貿易

促進授權法案及貿易優惠延長法案，其中後者包括延

長 AGOA 適用 10 年，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到期。 

四、 南非勞工法繁瑣及勞資糾紛問題，常嚴重影響投資意

願，致使業主以縮小經營規模、或採用自動化生產、

或改以進口產品代替以規避或減少工會干擾。建議我

商可朝較自動化之產業方面投資，以減少僱用本地員

工。另南非勞工法對於僱用員工低於 50 人之企業較寬

鬆，亦值得參用。此外，南非政府因基於保障當地人

之就業機會，對工作簽證及工作許可之核發從嚴審

核，常對投資人自海外聘用專業人才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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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南非臺商資訊 

  一、南非臺商發展現況 

(一) 近年南非政府積極輔導中小企業發展，我可考慮加

強與南非政府在此部份合作，促進臺斐實質經貿關

係，且可協助我中小企業至南非投資。整體而論，

為協助我商全球布局，爭取非洲商機，南非值得我

商前來考察設廠投資之可行性。臺僑移民南非時間

多集中在 1985 年至 1994 年間，以中小企業為主。

我在南非現有臺商及僑民組織，較具規模及代表性

者為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其整合南非豪登省、

約堡、自由省、那他省、北開普省、新堡、東開普

省、開普敦等 8 個分會，以及賴索托、史瓦帝尼、

迦納、象牙海岸、馬拉威等臺商會;非洲臺灣商會聯

合總會每年定期於南非舉辦交流活動以促進臺商在

非洲發展。目前第 27 屆總會長為吳孟宗。另非洲

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會於 2007 年 1 月 27 日在德

班成立，現任會長為葉國得。 

(二) 臺商在南非投資產業 

南非累計投資金額約為 20 億美元，家數約 800

家，其中約 400 家從事製造業，投資行業主要為汽

車組裝、紡織、塑膠、橡膠、電子、紙器、醫療器

材、綠能、金屬製品、寶石加工、飾品、皮革、鞋

類、家具、食品加工及化學品等，包含南洋電線電

纜公司 South Ocean 及南非第 1 大電腦公司萬宇科

技 Mustek 為上市公司；其餘 400 家為商業及服務

業，以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主，其他則經營零售、珠

寶販賣、房地產、餐飲、個人融資、旅行社及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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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等。臺商主要集中在約翰尼斯堡、德班、布魯

芳登、大新堡、東倫敦，以及開普敦等地區。南非

臺商直接僱用員工總人數超過 4 萬人，並間接造就

許多就業機會，除依法繳稅，善待員工，遵守各項

法令外，經常回饋當地社會，對南非經濟發展做出

重要貢獻。 

 

  二、在南非投資機會 

(一) 汽車零組件業：汽車零組件於我國屬強項產業，且

南非政府利用汽車生產暨發展計畫予以大力支持。

統計顯示，南非小汽車約 500 萬輛，其中一半以上

為車齡 10 年以上，對零組件需求頗大，加上南非黑

人族群於政府 BEE 政策之輔導下逐漸富裕，對中古

小汽車之需求增加，有利汽車零組件業者。 

(二) 保全業：南非政治長期惡化，私人保全業以每年

30%的速度成長，其中電子保全、車輛保全、居家保

全、防身及周邊保全占整體產業 61% (另 39%為武

裝保全)。保全業的快速成長，適合我國相關廠商前

來拓銷或投資設廠。 

(三) 太陽能相關產業：南非盛產煤礦，全國電力來源主

要為燃煤發電，受到氣候變遷及環境保護影響，南

非研擬能源整合計畫，未來將減少依賴燃煤發電，

並配合各項獎勵措施，積極發展太陽能、風力、水

力等綠能產業。 

(四) 農業加工：依據南非貿工部發展農業加工產業包含

食品加工、飲料、水產、園藝等 4 部門。其中食品

加工部門目前為製造業中僱用人數最多者，共約有



 
 

11 
 

16 萬人，若包含上游的初級農產品部分，則就業人

口預計高達 100 萬人。鑒於南非擁有豐富農產資源，

為增加農產品經濟價值，南非政府積極發展農業加

工業，吸引相關廠商投資。我國食品加工產業發展

多年，產業基礎雄厚，產品行銷全世界，許多廠商

亦前往中國大陸及東南亞投資設點，擴大產品市場

占有率。在南非政府積極發展該產業之際，我商可

把握該契機赴南非投資，開拓高成長的非洲市場。 

(五) 醫美產業：南非醫療美容市場是一個正蓬勃發展的

產業，在南非正式官方統計，醫美手術在南非已經

成為一種時尚趨勢，特別是年輕人。依據報導，非

侵入性手術最近幾年增加 780%，特別是黑人族群所

選擇的醫美手術。越來越多黑中中產階級到醫美診

所所進行整形外科手術。之前進行醫美整形手術的

客層，大多集中在中年白人中產階級，現也括擴散

到黑人族群，占南非 80%的黑人人口，未來南非醫

美市場客層，將比現在至少快擴增 4 倍以上。 

(六) 營運中心：鑒於國際性企業如在南非設立營運總部

可為南非帶來可觀稅收利益，南非政府希望透過資

格規範的鬆綁，吸引更多的國際性企業以南非做為

對外(特別是非洲)投資的基地。南非此項改善環境，

透過稅務優惠以吸引國際性企業在南非設立營運中

心，為南非經濟轉型重要政策。我商可善用此一機

制，在南非設立營運中心，爭取各項稅務優惠，開

拓南非及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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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商企業受本地疫情影響： 

南非地區受新冠肺炎影響，自 2020 年 3 月 26 日實施

防疫封鎖，惟疫情起伏不定，且當地治安仍不見改善，

近日已發生多起臺僑連人帶車的搶劫案，且不定時的限

電措施，對臺商們造成不小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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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台 

駐南非代表處僑務組為提供南非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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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僑胞可跨越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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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ri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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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02G-HZfp。 

 

 
  

https://line.me/ti/p/VM02G-HZ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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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南非代表處聯繫資訊 

 

駐南非代表處 

地址: 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S.A 

電話: (+27-12)4306071-106/107 

傳真: (+27-11)442-8108 

電郵: joburg.tw@gmail.com 

 

駐南非代表處經濟組 

地址 : 2nd Floor, Cradock Place, No.5 Cradock Ave., 

Rosebank 2196, Johannesburg, R.S.A 

電話: (+27-11)442-8880 

傳真: (+27-11)442-8108 

電郵: ecdivisiontlo@gmail.com 

 

駐南非代表處僑務組 

地址: 1147 FRANCIS BAARD STREET, HATFIELD, PRETORIA 

0083, R.S.A 

電話： (+27-12)430-6071 ext.107 

傳真: (+27-12)342-2897  

電郵: paulfang@ocac.gov.tw 

LINE ID： Taiwan-SAfrica 

https://line.me/ti/p/VM02G-HZ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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