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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南非共和國在行政區上共劃分為 9 個省，駐開普敦辦事處轄區為西開普

（Western Cape）、東開普（Eastern Cape）及北開普（Northern Cape）3 省，

總面積 67.1萬平方公里（約臺灣 18.6倍大），占南非國土(122.1萬平方公里)

之 54% (約 1/2)，人口 14,820,423人，占南非人口(58,775,020人)之 25.38% (約

1/4)。 

 

開普敦市為西開普省首府，同時是南非的立法首都，市政劃分為 6 個行政

區，包括開普敦區、南半島區、布拉博格區、泰格堡區、奧斯頓堡區以及

海德堡區，經濟活動含服務類、製造類、貿易類、旅遊類、農林漁牧類等，

人口 370餘萬，陸地面積 2499平方公里，均年收入約 36.3萬蘭特，位居南

非第二。擁有南非第二繁忙的機場-開普敦國際機場，是全球旅客到南非的

主要渠道之一；南非十大旅遊景點中，有 8 處在西開普省，包括桌山、維

多利亞海濱商業區、好望角、大康斯坦夏酒莊、西開普葡萄酒莊大道風景

區、科斯騰博什植物園、羅賓島、歐德肖恩鴕鳥園等，而開普敦市更是世

界十大旅遊城市之一。 

 

非洲地區發展快速，內需市場龐大，此新興貿易市場，可成為新南向國家

外的另一個投資契機；為深入鏈結非洲經貿，協助臺商佈局，我政府藉由

整合相關部會資源，結合僑界力量，配合非洲政府組織，以強化臺非交流

合作。2020 年臺灣在非洲投資額近 2 億美金，創歷史新高；在 COVID-19

疫情嚴峻之時，2020年 11月起，政府提出「非洲專案融資信用保證要點」，

提供在非洲發展並有需求的臺商，每戶最高 200 萬美元，與臺僑商共同努

力拓展市場。 

 

臺商來此打拼逾三十年，憑藉臺灣人的韌性，篳路藍縷，一步一腳印，開

創各自天地，充分展現臺灣人不服輸精神。現旅居南非的臺商約 8,000餘人



 序言 
 

2 

，大部分集中在約翰尼斯堡、德班、布魯芳登、大新堡、開普敦及東倫敦

等城市，投資產業包含製造業、服務業、農業、貿易、零售業、房地產、

餐飲、旅行社、小型超市等，此地臺商團體，積極參與各項活動，拓展多

元服務，例如疫情期間開普敦臺灣商會持續以虛實整合方式辦理講座活動

，協助會員之間經驗交流、資源共享，提供即時資訊，嘉惠所有會員。 

 

為擴大雙方多元合作，除經貿交流外，駐開普敦辦事處與此地臺商，共同

協助轄區貧困學生，藉由教育幫助貧民學生成長及發展特質，並傳送臺灣

愛心及傳達「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理念，促進臺斐交流。在後疫情時

代，西開普省經貿仍可維持穩定的成長，臺斐雙方保持合作關係，攜手對

抗疫情，致力教育、經貿及投資關係持續成長，共促景氣復甦。 

 

為使臺商瞭解開普省的經濟發展概況及相關投資機會，促進商機交流，駐

開普敦辦事處彙整轄區相關商情資訊、產業投資資訊及未來發展趨勢，編

撰本報告，供有興趣來西開普（Western Cape）、東開普（Eastern Cape）及

北開普投資的朋友作為參考。 

特此為序  

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 林映佐 

 

 

 

  2022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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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經濟概況 

一、南非概況 

南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居非洲大陸最南端，臨

南印度洋與南大西洋交會處。1910 年由四個政權合併為"南非聯邦

"，1961 年退出大英國協，成立南非共和國，1994 年重新加入大英

國協，是世界上唯一同時存在 3 個首都的國家，包含：(1)普利多維

亞(Pretoria)為行政首都，人口約 292萬；(2)開普敦(Cape Town)為立

法首都，人口約 374 萬；(3)布魯芳登(Bloemfontein)為司法首都，人

口約 75萬。土地面積 1,219,090平方公里，僅占非洲的 4%，該國耕

地面積約占全國總面積 12.1%。因地旱雨少，農業生產毛額約占全國

生產毛額之 3%。人口數約 5400萬，約為非洲的 5%，包含四大種族：

黑人 4298萬(79.6%)、有色人 486萬(9%)、白人 480萬(8.9%)、亞裔

135萬(2.5%)。是撒哈拉以南最大的國家，非洲礦產資源最豐富的國

家。 

南非為世界第 35大經濟體，GDP佔非洲 26.5%，對外貿易佔非

洲的 23.3%，為非洲之冠。擁有豐富資源、廣大市場、完善基礎建設，

為世界五大礦產國之一，更是全球黃金、鉑、銅最重要的生產國，

在進入金磚五國後，積極推動經濟政策，拓展在全球的經濟實力。 

南非整體產業涵蓋：礦業、農業、製造業、服務業、旅遊業。

國際貨幣基金的報告顯示，南非政府在公共財政、貨幣穩定、控制

通膨、降低實質利率、改善負債等，有不錯的表現，使南非市場具

有競爭力。此外，其現有的基礎建設、良好設施、完善的公路、鐵

路、航空及港口，皆為投資有利因素，詳如表 1
1。 

 

表 1 南非共和國基本資料 

國名 南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面    積 1,219,090平方公里 

人    口 
5400萬：黑人 4298萬(79.6%)、有色人 486萬(9%)、白人

480萬(8.9%)、亞裔 135萬(2.5%)，四大種族。 

                                                      
1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南非簡介、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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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都 

1. 普利多維亞（Pretoria）為行政首都，人口約 292萬。 

2. 開普敦（Cape Town）為立法首都，人口約 374萬。 

3. 布魯芳登（Bloemfontein）為司法首都，人口約 75 萬。 

國內生產毛額 約 3,019億美元(2020) 

人均 GDP 約 5090美元(2020) 

經濟成長率 1.6%(2020) 

消費物價指數 129.12(2021Oct) 

失業率 34.4%(2021Q2) 

政       府 分為中央、省、地方三級 

行政區劃分 

1. 全國共劃分為 9個省，設有 278個地方政府、8個大都

市、44個地區委員會、226個地方委員會。 

2. 9個省分別為：林波波省、豪登省、普馬蘭加省、誇祖

魯-納塔爾省、自由邦省、西北省、北開普省、東開普

省、西開普省。 

3. 每個省下分若干個區，區為南非的第二級行政區；城市

均為南非的第三級行政區。 

資    源 礦產資源豐富，是世界五大礦產資源國之一。 

工    業 

1. 製造業、建築業、能源業和礦業是南非工業四大部門。 

2. 主要產業有鋼鐵、金屬製品、化工、運輸設備、機器製

造、食品加工、紡織、服裝等。 

農牧漁業 農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3%。 

旅 遊 業 

1. 旅遊業是當前南非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產值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 8.7％，從業人員達 140萬人。 

2. 有 700 多家大飯店，2800 多家大小旅館及 10000 多家

飯館。旅遊點主要集中於東北部和東、南沿海地區。 

 

二、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概述 

南非共和國在行政區上共分九個省，別為：林波波省(Limpopo)、

豪登省 (Gauteng)、普馬蘭加省 (Mpumalanga)、誇祖魯 -納塔爾省

(Kwazulu-natal)、自由邦省(Free-state)、西北省(North-west)、西開普

省(Western Cape)、東開普省(Eastern Cape)及北開普省(Northern Cape)

等。 

開普敦市(Cape Town)為西開普省(Western Cape Province)首府，

同時是南非的立法首都。開普敦市政劃分為 6 個行政區，包括：(1)

開普敦區(Cape Town)、(2)南半島區(South Peninsula)、(3)布拉博格區

(Blaauwberg)、(4)泰格堡區(Tygerberg)、(5)奧斯頓堡區(Oos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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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德堡區(Helderberg)。南非九省與開普敦市地理位置如圖 1 所

示，說明如後。 
 

 
 

圖 1-1 南非九省與開普敦市地理位置圖2
 

(一) 開普敦區：南非的教育、培訓和研究中心，也是開普敦市的經

濟和政治中心，傳統商業中心，具有良好的通訊、人材、金融

服務等商業基礎設施。產業以服務業、旅遊業、運輸業、造船

業、修船業、服裝業和影視業為主，許多南非公司和跨國公司

將總部設在開普敦區。 

(二) 南半島區：好望角自然保護區所在地，也是全世界六大植物王

國之一。此區匯聚高級住宅區、葡萄酒莊、高爾夫球場等。除

大力發展旅遊業外，此區還包含矽技術工業區和高新技術產業

區。 

(三) 布拉博格區：目前是開普敦市經濟發展較快的區，主要為製造

業，如正興建中的亞蘭蒂斯工業區。近來服務業和旅遊業發展

迅速，正在建設的大型“世紀城開發區”，將會帶動相關行業的

發展，而目前發展快速的住宅多屬中產階級。 

                                                      
2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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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泰格堡區：開普敦市國際機場所在地。該區有 Tygervalley 商業

中心和 Khayelitsha 工業區等開發園區。黑人社區和城鎮多集中

在此區，包括 Khayelitsha、Langa、Nyanga、Philipi等。 

(五) 奧斯頓堡區：該區地理位置連接開普敦區和酒莊園區，成為兩

地工業、零售業和服務業的“走廊地帶”。正積極開發中產住宅

和低造價住屋，同時也發展旅館和國際會議等服務業。 

(六) 海德堡區：具有都市、鄉村、海岸自然風光，主要發展旅遊和

娛樂業，許多體育賽事在此舉辦。主要產業為農業、食品加工、

建築、旅遊、住宅和零售業等，已成為周圍地區零售業中心。

目前開發沿海旅遊設施、高收入住宅、海德堡工業園區及百老

匯商業中心等。 

三、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產業概況 

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對外來投資經營行業並無太大

的限制，歡迎外人投資。為配合經濟發展所需，西開普省近來在基

礎建設、鐵公路、海運及港口等建設，投入甚多，整體動態經濟發

展，可由下列幾個方向來看。 

(一) 主體產業活絡經濟 

開普敦市位居南非南端，是西開普省經濟中心，為僅次約

翰尼斯堡第二大經濟中心，也是南非最大的漁港。人口 370 餘

萬，陸地面積 2,499 平方公里，人均年收入約 36.3 萬蘭特，位

居南非第二3。擁有南非第二繁忙的機場-開普敦國際機場，是全

球旅客到南非的主要渠道之一。旅遊業是開普敦市經濟來源之

一，年約 100萬人次的海外遊客到訪開普敦市。 

開普敦市經濟活動含五大類：(1)服務類：金融、商業服務、

交通、旅遊、物流等行業發展迅速，自 90年後，對經濟發展貢

獻最大；(2)製造類：鋼鐵、機械、汽車、電子資訊、服裝紡織、

                                                      
3
 南非稅務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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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加工、家具等行業具有明顯優勢。開普頓市是南非最大的

造船城市，也是全球第二大雙體船生產國4，造船公司都有辦公

室和造船廠，製造出口海外的船隻。好望角工業區是因港口輸

入原料便利而興起的工業區，有紡織工業、服裝工業、汽車裝

配業、煉油工業，產品約佔全國的 15.5%；(3)貿易類：一般經

貿到小商品零售一應俱全；而房地產、建築產業現正蓬勃發展；

(4)旅遊類：開普敦國際機場是南非第二大國際機場，三條國道：

N1、N2、N7 的起點均在開普敦，便捷的交通，帶動了開普敦

繁榮的旅遊業；(5)農林漁牧類：林業資源和植物花卉資源豐富；

漁業所佔比重逐步下降。整體經濟活動，詳如下述。 

1. 農業：由於地域面積廣大，大部分地區為熱帶草原氣候，開

普平原為地中海型氣候，溫和乾燥，年均溫約 20°C，雨量約

464公釐。耕地面積約占 14%，水資源是限制農業的生產主

要因素，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西開普省的農業總收入佔了

全國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對外出口貿易更佔全國比例一半以

上。南非最主要的五大出口農產品為：(1)柑橘類水果 99.71

億南非幣、(2)檸檬 38.7億南非幣、(3)葡萄 84.84 億南非幣、

(4)梨子類 26.43億南非幣、(5)蘋果 49.44億南非幣。顯見果

樹產業對農業出口市場之重要性。南非為世界第 12 大柑橘

類水果生產國、第二大柑橘類水果出口國。柑橘類水果生產

區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與西南部開普平原；而葡萄、蘋果與

西洋梨等主要產地亦集中在西南部開普平原，生產南非全國

90%以上的葡萄酒。另西開普省與東開普省也同時生產番石

榴及鳳梨5。 

2. 畜牧產業：早期經濟發展以畜牧業為主，並以牧羊為主，羊

毛佔其出口值第二位，僅次於金礦。近年，牧牛者的數量減

                                                      
4
 https://kknews.cc/finance/42lkp3x.html 

5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南非投資環境簡介 

https://kknews.cc/finance/42lkp3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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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因應生活需求，南非各大城市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乳牛

業。 

3. 葡萄酒產業：西開普省在葡萄酒和美食旅遊產業發展蓬勃，

尤其該地區葡萄酒莊之路，自 Stellenbosh 經 Franshhoek 至

Contantia 非常值得遊客一訪。南非葡萄酒產量居世界第七

位，而西開普省占全國葡萄酒產量的 92.1％。全省有 4700

家葡萄園，主要產酒區，例如：Stellenbosch, Paarl, Worcester, 

Wellington, OlifantsRiver, Robertson, Swartland, Tulbach, 

KleinKaroo, Hermanus, Constantia, Franschhoek等地區。年產

量為九億升，年出口量約為一千一百萬箱。英國是南非葡萄

酒最大的市場，約占南非出口量的 25％，其他尚包含德國、

荷蘭及加拿大等國。 

4. 汽車產業：汽車製造工業是僅次於金融業與礦業之後的第三

大重要產業。臺商業者以臺灣汽車零配件製造業的實力作後

盾，活躍於南非汽車零配件市場，除了臺全工業南非公司在

當地設廠生產汽車儀表，以供應克萊斯勒及日系車廠

TOYOTA、NISSAN等原廠零件，其餘從事汽車零配件之臺

商，皆為自臺灣及大陸代理進口零件在南非銷售，成長快

速，表現亮麗。 

5. 資通訊產業：(1)南非自 2015年起指定 Telkom負責發展寬頻

網路建設，2020 年目標為全國 90%人口均可使用網路，資

通訊產業市場潛力無窮，惟目前資通訊產業主要依靠進口。

南非本身資通訊製造業較弱、設計不足、缺乏技術人員、產

業協會不健全，當地多為國外品牌產品。(2)附加製造業仍有

發展潛力，包含：網路分享器、低價位平板、手機、遙控系

統與安全設備、銀行與金融業軟硬體系統、光纖光學、太陽

能元件、電子安全設備與服務、週邊設備、行動雲端平臺。

(3)由於網際網路成為各行各業不可或缺的工具，包含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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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金融、政府、保險業、保全業與投資業等，都需要資通

訊產品。(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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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為進口零組

件後於當地組裝販賣，惟電腦 DIY市場不像臺灣普遍，臺商

應有發展空間。 

6. 營建產業：AVENG、Murray & Roberts、Group 5及 WBHO

等 4家公司為南非主要營建公司，承攬大部分基礎建設及商

業房地產的建案。開普敦 Convention Tower 和 Two Rivers白

金礦場即為 AVENG公司承建。南非建材主要透過連鎖店配

銷，遍布整個南部非洲。 

7. 商城發展：開普敦市內擁有中央商務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 世 紀 城 (Century City) 、 貝 維 爾 - 泰 格 谷

（Bellville/Tygervalley）、克萊蒙(Claremont)等商業區，聚集

知名跨國企業，眾多南非零售、時裝、出版、廣告等行業大

公司總部聚集於此。 

8.  房市現況：開普敦市的地產業和建築業處於急速增長的階

段，因此，吸引許多投資客於當地購置物業以作為渡假之用。 

9. 教育現場：與南非其他的城市比較，開普敦市因為擁有相對

優勢的高中入學率和教育設施，也提高了開普敦市在國際上

競爭力。市內即有 4所重點大學，每年可接受九萬餘名學生，

其中，開普敦大學(UCT)被列為非洲頂級大學之一。2015至

2016年分別因為時尚創新，開普敦市被授予頂級非洲城市地

位6。 

10. 旅遊發展：旅遊業是南非當前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為南非

第三大外匯收入與就業部門，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6
 https://read01.com/kEyK4za.html 

https://read01.com/kEyK4z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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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從業人員達 120 萬人。而西開普省旅遊資源和基礎設

施良好，是南非旅遊業最發達的地區，也是重要的經濟成長

動力，佔全省國民生產總值的 9.8%。自然風景優美，旅遊

資源豐富，設施完善。南非十大旅遊景點中，有 8處在西開

普省，包括桌山、維多利亞海濱商業區、好望角、大康斯坦

夏酒莊、西開普葡萄酒莊大道風景區、科斯騰博什

(Kirstenbosch)植物園、羅賓島、歐德肖恩(Oudtshoorn)鴕鳥

園等，而開普敦市更是世界十大旅遊城市之一。由於旅遊業

帶來觀光收入，可促進經濟發展，南非政府亦選定該產業做

為未來發展的重點產業。 

11. 能源發展：西開普省著力發展綠色能源、綠色科技、綠色能

源裝備製造業和海洋經濟，並以經濟特區吸引投資者。國營

電力公司 Eskom是世界上排名第 10電力生產企業以及第 11

電力行銷企業，擁有全球最大的乾冷發電站，供電量分別佔

南非 95%及全非洲 60%。南非是非洲目前唯一有核能發電的

國家，在開普敦建有非洲大陸唯一的核電站7。此外，在海岸

沿線大西洋海底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成為國家的能源發

展中心，估計至少擁有 10億桶原油儲量。 

12. 大型企業：開普敦集中了南非主要石化企業的總部及印刷和

出版業大公司，南非聯合鋼鐵企業在西海岸建有薩丹納

(Saldanha)鋼鐵廠，主要生產薄型板材，技術先進。南非主

要的保險企業 Old Mutual, Salanm, AA，大型百貨零售企業

Woolworth, Pick’n Pay, Clicks的總部也都在開普敦。 

(二) 貿易總額大幅成長 

2018年貿易順差為 17億美元，2019年貿易順差為 27億美

元，2020 年雖受 COVID-19 疫情干擾，石油價格走跌及國內需

                                                      
7
 工商時報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Salda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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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疲弱，貿易順差大幅升至 175 億美元8。主要貿易出口區為歐

盟、東北亞、北美自由貿易區、東亞區、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而主要進口來源為歐盟、東亞區、東北亞、北美自由貿易區、

中東。 

(三) 礦產豐富供給全球 

為世界五大礦產資源國，提供許多關鍵原物料，因此全球

均關注此地礦產業發展。目前採礦業已開發 70多種礦產，礦產

額佔整個非洲約一半。主要包括黃金、鉻、鑽石、鉑等，當中

蘊藏的鉑族金屬、氟石、鉻的存量居世界第一位，黃金、釩、

錳、鋯居第二位，鑽石產量則佔世界蘊藏量約 9%。 

(四) 重視夥伴投資優勢 

西開普省經貿環境良好，經濟自由貿易度優，為南非經濟

潛力、創業和商業友善方面，均屬第一，其重視投資者，則是

最受好評項目之一。位居南非的主要貨物集散地，擁有機場及

港口，便利交通，於西開普省進行投資及銷售，可隨著便利運

輸，拓展市場遍及整個非洲，乃至歐洲、美洲等國家。 

(五) 發展計畫展望未來 

為促進南非景氣發展，南非政府提出包括國民住宅、水利、

衛生、農產品加工、農業、能源及數位發展等 50項策略整合計

畫(Strategic integrated projects)，預期在未來三年投資 7912億斐

鍰，創造 30萬個工作機會，促進投資。期望有效帶動各地產經

活絡。貿易自由化與獎勵進出口，以吸引外資進入9。 

 
 

                                                      
8
 外交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
 經濟部經貿透視,第 5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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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商情資訊 

一、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投資環境 

(一) 基礎建設現代化：當地已具備各項現代化基礎建設，包含：公

路、鐵路、航空、海運、港口等，均配合經濟發展，逐步完成。 

(二) 天然資源豐富：當地天氣佳，提供各項農牧業優質氣候，各農

牧產業產品豐富，除供本國所需，亦可外銷。礦產資源更是富

饒，舉凡黃金、白金、鋁、錳、鎳、鉻、煤、鐵等重要礦產原

料，蘊藏量及產量均居世界重要地位。 

(三) 勞力充沛：一般黑人教育水準偏低，低層次之勞工供應無缺，

但缺技術層次，相對而言生產力較低，較適合勞力密集產業之

投資。 

(四) 環境優良：當地一般社區居家環境規劃良好，氣候宜人，適合

各類戶外活動，生活環境優質；其教育制度類似英國，各私立

學校對學生之行為規範之要求，均達國際水準。 

(五) 週邊市場廣大： 

1. 南非為進入南部非洲各國市場之門戶，波札那、賴索托、馬

拉威、模里西斯、莫三比克、那米比亞、馬達加斯加、史瓦

帝尼、坦桑尼亞、安哥拉、民主剛果、塞席爾、尚比亞及辛

巴威等 15國，是非洲大陸最具發展潛力之區域性經貿組織，

目前已成立自由貿易區。具體實現非洲積極發展貨物從開南

端的開普敦向北延展到開羅，跨國自由流通之願景。非洲大

陸自由貿易區(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AfCFTA)

於 2019 年 5 月 30 日開始運作，為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包含 55 個非洲國家，組成一個擁有 12 億人口的單一市場，

區內生產總值(GDP)達 2.5萬億美元，可逐步整合非洲各國產

業，跨國形成產業鏈10。 

                                                      
10

 南非投資環境簡介 109.08(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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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政府為協助非洲國家經濟發展，於 2000年 5月通過「非

洲成長暨機會法(AGOA)」，給予非洲 39 國超過 6500 項貨品

免關稅輸銷美國市場之貿易優，擴大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

之貿易優惠，對南非產品出口亦有助益，尤其汽車及其零組

件產業受益最多，發展甚具潛力。 

二、外商在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投資情形 

(一) 由於南非早期是白人移民之國家，向來與歐洲國家關係密切，

故外商直接投資仍會以歐美國家為主。外商投資行業以金融保

險地產及商業服務居首，其次為採礦、製造業、零售餐飲及交

通運輸等。 

(二) 金融時報集團指出11，開普敦已被評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成長最

快的地區之一，為南非經濟潛力、創業和商業友善方面第一的

位置。除了在軟體和 IT服務領域，獲得最多的外國直接投資與

計畫外，南非的新創企業數量也僅次於奈及利亞，位居第二。

開普敦在建立技術生態系統所需的基礎設施方面表現亮眼，外

國直接投資方面僅次於開羅。在開普敦-斯泰倫博斯走廊計有

450家高科技公司，40,000多名員工，使該地區科技規模超過了

奈洛比和拉哥斯的總和。至 2020年底，開普敦市共有 550家科

技公司，超過 40,000名員工，計 8800萬美元的投資注入開普敦

科技創新公司，促使開普敦邁向“非洲科技之都”。 

(三) 開普敦市還擁有眾多成功的初創企業，展現商業多樣性，包括

無人機技術數據分析公司 Aerobotics，幫助農民更深入了解其產

量和土地使用情況；Jumo 則為協助新興市場數位金融服務，例

如信貸和儲蓄的金融科技公司。 

 

                                                      
11

 約翰尼斯堡臺灣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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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產業發展 

(一) 中央商務區 

開普敦前市長丹柏拉圖(Dan Plato)將貝維爾(Bellville)規劃

了未來城市，打造該當地成為第二中央商務區 CBD；目前的開

普敦市過度依賴一般商務辦公大樓，創造客流量，較容易受主

客觀因素影響，致使開普敦市中央商務區 CBD收入不穩定，而

貝爾維爾 CBD，是一個運輸漏斗建構概念，將人流與物流連接

到開普敦市的工業和商業地區。 

貝爾維爾規劃案是由學術機構、商業部門和公民社會共同

參與規劃，有助於讓貝爾維爾 CBD的短、中、長期目標更明確，

同時，符合民眾的需求，在此一活化計劃中最重要部分：設立

創新區，以有效促進知識經濟的投資，透過創新區來引導投資，

協助該區重建工作，加重土地相關投資和公共交通發展，設計

出貝爾維爾多樣化的土地用途，以減少對商業辦公大樓的依

賴；另一個規劃是擴大零售土地用途，例如：高等院校的聚集、

工業節點、衛生和社會服務領域的各種公共部門服務，透過此

一系列能適應環境性質的設計，可使貝爾維爾 CBD更能適應變

化快速的經濟時代。 

(二) 家具業 

西開普省的家具業產值占全南非的 23％，是南非硬木林的

主要產區，因此高品質的家具生產主要集中在喬治、奈斯納地

區。軟木的生產遍及西開普省大部分地區，主要生產具有南非

特色的硬木產品、現代家具、工藝品等，主要出口英國、德國

和美國等地。 

(三) 製造業 

西開普省製衣業和紡織業的產值占全南非的 30％，是該省

最主要的工業部門之一，全省約有 50 萬人從事製衣和紡織行

業。西開普省製鞋業產量占全南非的 26％，有 30家製鞋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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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產高品質男式皮鞋，出口歐洲市場。傳統的製造業集中在

Epping、Parow、Retreat、Montagu Garden等工業區，而機械配

件和汽車配件占全南非的 5％，汽車配件主要出口德國，其次是

英國和非洲。臺灣近年在製衣紡織產業，投入研發創新甚多，

品質穩定，行銷成長，值得臺商來此投資。 

(四) 造船業 

西開普省造船業占全南非的 55％，是南非造船業的中心，

約有 27家，主要生產帆船、充氣船、商業船、漁船等，近年來

主要發展豪華遊艇。主要出口歐洲和美國，在國際市場供不應

求。 

(五) 化工業 

西開普省塑膠、包裝、紡織和化肥等化工業較發達，塑膠

工業占全南非的 25％，其中 50％的塑膠製品是包裝材料。世界

跨國石油公司都將南非總部設在西開普省，其中 BP公司設在開

普敦的分部負責管理該公司在全非洲的業務。南非國家石油勘

探公司也將總部設在開普敦，隨著南部非洲沿海地區石油勘探

和開採，開普敦逐步成為南部非洲石油加工和運輸基地，開普

敦港口還發展了一些與石油有關的維修設施。 

(六) 珠寶業 

西開普省珠寶業占全南非的 25％，共有 75家公司，開普敦

市是南非的主要珠寶生產中心之一，質量和設計款式堪稱一

流，此地的斯坦倫博什大學(Universiteit van Stellenbosch)設有珠

寶設計專業，培養珠寶從業人員。 

(七) 太陽能產業 

南非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如日照充足，全年平均值為每日

7.5小時至 9.5小時，適合發展太陽能光電，自 2008年發生電力

短缺危機後，南非政府即鼓勵民眾於家中安裝太陽能熱水器及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96%8B%E6%99%AE%E6%95%A6%E6%B8%AF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96%8B%E6%99%AE%E6%95%A6%E6%B8%AF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8F%A0%E5%AF%B6%E8%A8%AD%E8%A8%88%E5%B0%88%E6%A5%AD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7%8F%A0%E5%AF%B6%E8%A8%AD%E8%A8%88%E5%B0%88%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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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設備，並提供補助，充足日照，加以南非政府獎勵政策，

太陽能產業值得臺商投入。南非能源部計畫利用北開普省

Upington，開發太陽能園區，以 10 年時間投入 1,500 億南非幣

興建，當該園區全部完工運作後，將可生產 5,000 百萬瓦的電

力，該項計畫將分期進行，預計第一期完工後，即可產生約 1,000

百萬瓦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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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Resource Plan)，作為未來 20 年南非能源產業發展藍圖，2011

年 5 月獲國會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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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國

內外業者參與設廠投資。 

(八) IT產業 

亞馬遜旗下 AWS(Amazon Web Services)是全球最廣泛被使

用的雲端平臺，該公司的全球資料中心，可以提供超過 200 項

功能完整的服務。目前 AWS在全球共有 19個資料中心、55個

可用服務區，現在還有巴林、瑞典等地的資料中心陸續建置中。 

2004年起，AWS就在開普敦市設立研發中心，開發網路相

關技術。近年來，該公司持續深化非洲業務，先在南非約翰尼

斯堡設立辦公室，並架設 AWS Direct Connect，讓非洲用戶可透

過此專線，與 AWS全球網路介接。 

2020年，AWS於開普敦市開始建立資料中心，預計要開拓

3 個可用服務區，全球 23 個雲端資料中心，以作為進軍非洲市

場的起始站。AWS所新建設的資料中心，在整體非洲市場，除

可以降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用戶的連線延遲外，該公司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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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敦市的資料中心，更進階部署 AI、機器學習，以及 IoT 等解

決方案，以利其拓展非洲市場12。 

(九) 農產加工產業 

南非擁有豐富農產資源，為增加農產品經濟價值，促進人

民就業，因此積極發展農產加工業，吸引相關廠商投資，農產

加工產業包含食品加工、飲料、水產、園藝等，其中食品加工

為目前雇用人數最多者，約計 16萬人，若包含上游的初級農產

品部分，則就業人口初估高達 100萬人。 

臺灣食品加工產業發展多年，產品行銷世界各地，產業已

累積雄厚基礎，臺商可以利用全球各地的投資據點，在此地擴

大產品市佔率。在南非政府積極發展該產業之際，臺商可把握

機會前進南非投資，開拓高成長的非洲市場。 

(十) 漁業 

西開普省西海岸直接受本哥拉寒流(Benguela Current)影

響，漁業資源豐富，產漁量占全南非漁業總產量的 85％，年產

值 15 億蘭特，主要為鱈魚和深海魚類，線魚和龍蝦分別占 12

％，目前產量增長較快的是鮑魚和牡蠣產業，西海岸年產鮑魚

為 600噸，速凍或做成罐頭，出口至遠東地區。 

(十一) 客服中心 

南非是商業處理外包服務(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的

主要投資目標國之一，其中以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的投資

最多，南非在該項研究的評比中位居第三，僅次於中國大陸及

巴西，西開普省是南非電話客服中心的主要設立地點，已是開

普省經濟成長及就業提升的重要來源。 

 

                                                      
12

iTHome，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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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新經濟特區 

南非批准開普敦 Atlantis、東開普省 Coega 及 East London、

西開普省 Saldanha Bay 為新經濟特區，其中，東開普省 Coega

特區為非南最大經濟特區，包括農產加工、汽車、水產、能源、

物流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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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西開普省、東開普省及北開普省臺商資訊 

一、臺商在當地投資情形 

此地多數臺商於 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之前來投資，以中小型

企業為主。目前臺商組織較具規模為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整合

南非豪登省、約堡、自由省、那他省、大新堡、開普敦、東開普敦

及北開普敦等 8個分會，以及賴索托、史瓦帝尼、迦納、象牙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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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南非之累計投資金額約 20億美

元，家數約 800 家，臺商在南非僱用員工總人數超過 4 萬人，投資

產業包含：(1)製造業：主要為汽車組裝、紡織、塑膠、橡膠、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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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300 家；(2)服務業：主要為進出口貿易

為主，約有 90家；零售、珠寶販賣、房地產、餐飲、個人融資、旅

行社及小型超市相關服務業約有 400 家；(3)農業：從事農業臺商約

20 家，主要在果園、蔬菜種植、水產養殖等。在製造業中，臺商從

事紡織成衣業家數較多，具重要地位，目前全南非經營紡織成衣業

臺商約有 60家，主要分布於大新堡、德班、Ladysmith、東倫敦等地，

僱用工人總數超過 5,000人，其中德隆及臺元紡織較具規模，各僱用

員工約 1,200人及 800人。 

二、疫情影響 

(一) 自 COVID-19 疫情後，南非政府緊縮基礎建設支出，期望透過

公民合作，加強民間投資基礎建設方式，減緩政府財政壓力，

由南非政府提供穩定之投資政策、降低稅負、解決能源問題、

工地、犯罪等問題，並由政府公告，政府採購將禁止使用進口

水泥，以促進水泥產業價值鏈發展13。 

                                                      
13

 臺斐經濟貿 e雙週刊 39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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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非Wonga資產管理公司調查顯示，2021年民眾財務狀況，41%

受訪者表示較去年佳，23%表示與去年相同。而消費支出項目

中，主要為食品及飲料(31%)、次為禮品(18%)。面對 2022年，

在購物支出面，37%受訪民眾表示，會增加夏季購物支出；在旅

遊面，43%受訪者表示受疫情影響，將減少夏天假期支出，19%

表示將維持與去年相同水準。 

(三) 南非 Absa銀行公布 2021年 Q4製造業信心調查，面對第四波疫

情、限電、用水供應不足、鋼鐵業罷工等因素，信心指數由前

一季 41 下降至 2021 年第 4 季 38，但仍預期國內外需求會逐漸

恢復，物流運輸業隨之舒緩，製造業在國內銷售及出口價格將

持續上升，對未來仍保持樂觀。 

(四) 西開普省的旅遊業原預計從 2021 年 12 月進入夏季旅遊旺季，

然而，新的變種 Omicron 病毒出現，嚴重打擊西開普省旅遊業

者。開普敦旅遊局指出，2019 年旅遊業約佔開普敦總就業人數

的四分之一，2020年開普敦的外國遊客人數比 2019年下降了約

73%。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認為，2021 年 11 月底各國頒

布對南非旅遊禁令，恐不利南非景氣恢復。PwC 國際會計公司

也表示，11月底旅遊禁令將造成南非觀光業 65億斐鍰損失，拖

累南非 2021 年第 4 季 GDP 成長率，加上物價壓力，電力供應

問題等挑戰，預估 2021年南非 GDP成長率為 3.8%，2022年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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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駐開普敦辦事處僑務秘書提供轄區僑胞便捷快速且免費僑務諮詢服務，特設置

LINE帳號專線，以語言、圖文具影像等多元方式，讓僑胞可跨越省際透過網路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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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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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開普敦辦事處聯絡資訊 

一、駐開普敦辦事處 

地址 : Suite 1004, 10F, Main Tower, Standard Bank Centre, Hertzog Blvd., 

Foreshore, Cape Town 8000, South Africa 

電話: (+27-21) 418-1188 

傳真: (+27-21) 425-3022 

電郵:tlocapetown@gmail.com 
 

二、駐開普敦辦事處僑務秘書 

地址 : Suite 1004, 10F, Main Tower, Standard Bank Centre, Hertzog Blvd., 

Foreshore, Cape Town 8000, South Africa  

電話： (+27-21) 418-1188 ext. 209 

傳真： (+27-21) 425-3022 

電郵：capetown@ocac.gov.tw  

LINE 帳號：Taiwan-Af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