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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史(史瓦帝尼1)經濟合作協定 Q&A
一、 我國為何要與史瓦帝尼簽署經濟合作協定?
史瓦帝尼王國長期以來與我關係友好密切，盼與我簽
署經濟合作協定，增進雙邊經貿關係。蔡總統於本
(107)年 4 月「同心永固」專案訪史期間，史王恩史瓦
帝三世表達盼與我簽署經濟合作協定，蔡總統已正面
回應，並於 6 月 8 日史王訪臺之際見證簽署。本年史
王 50 歲華誕，史國建國 50 週年以及與我國建交 50
週年，甚具意義，臺史經濟合作協定將可更深化雙邊
經濟合作。
二、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之重要性為何?
1. 外交：史國係我國際間重要盟友，多年來於國際場合
堅定助我，如在聯合國大會(UN)、世界衛生大會
(WHA)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均為我
執言並配合我推案策略。史王十分重視本案，簽署本
協定將可彰顯我對強化臺史經貿關係之重視，有助鞏
固臺史邦誼。
2. 經濟：非洲市場高達 12 億人口，以及近 2.5 兆美元
區域產值之廣大消費市場，史國為「南部非洲關稅同
盟」、「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東南非洲共
同市場」(COMESA)等區域組織之成員國。我可善用
史國在非洲優越地理位置及所獲之各項關稅優惠，以
史國成為拓銷非洲的產品基地，開發第三國市場，爰
史國於本(2018)年 5 月 18 日將國名「史瓦濟蘭」更改為「史瓦帝尼」(ESWAT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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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簽署「臺史經濟合作協定」
，將可為兩國創造互利
互惠及合作雙贏的局面。
三、 什麼是臺史經濟合作協定的目標?
臺史兩國認知雙邊經濟合作有助於推動貿易和投資，
提升雙方的緊密連結程度，本協定目的是為加強雙邊
經濟、貿易、技術及投資領域合作及追求環境保護，
以確保永續發展。並協助提升生活水準，達到充分就
業及創造大量且穩定成長的實質所得和有效需求。
四、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的主要重點為何?
1. 協定內容包括我方提供史國部分產品優惠關稅待遇，
包括蔗糖、牛肉、豬肉、蔬菜、松木及紡織品等 153
項產品均可立即或分期降為零關稅，蔗糖則在 8.1 萬
公噸配額內免稅。另史國產品必須符合我國相關規定
始可進口，例如史國牛肉及豬肉等農牧產品目前仍有
檢疫方面的問題無法輸入我國，我政府亦將提供相關
技術協助，以利史國產品符合我國進口標準，並以保
障國民健康安全為最優先原則。
2. 協定中史方將給予我商更優惠之投資保障及待遇，包
括史國政府將定期舉行會議以解決我商遭遇之投資
問題，提供穩定電價、改善廠商設備維修之投資誘因，
以及提供我方參與非洲經濟整合資訊，為我業者創造
赴史投資利基。此外，本協定並包括貿易、投資、加
工出口區、技術、人員交流與合作等 5 大面向之經濟
合作計畫。投資促進、關務程序及合作、貿易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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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透明化等領域亦均納入本協定。
五、 史方獲得哪些降稅優惠項目?
我方提供史國部分產品優惠關稅待遇，包括蔗糖、牛
肉、豬肉、蔬菜、葡萄柚、柑橘、酪梨、天然蜜、松
木及紡織品及其自莫三比克海域捕獲之海產等 153
項產品均可立即或分期降為零關稅，蔗糖則在 8.1 萬
公噸配額內免稅。
六、 臺史 ECA 之好處?
1. 兩國經濟型態互補：2017 年我國出口史國金額為 742
萬美元，自史國進口金額為 18 萬美元，惟雙方經濟
呈現高度互補性，其中史國出口葡萄柚(占 81%)、精
糖、天然蜜等農業產品，我則出口產紡織品洗燙染剪
等用途之機器、合成有機著色料、紡織造紙等工業產
品。基於兩國經濟型態互補，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有
利兩國經貿發展。
2. 以史國成為我拓銷非洲之樞紐：非洲市場高達 12 億
人口，以及近 2.5 兆美元區域產值之廣大消費市場，
市場商機無窮。史國積極參與各項區域經濟整合，為
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東南非洲
共同市場之成員，且享有進入非洲市場及輸銷歐、美、
加、日等國及拉美地區之關稅優惠，我可善用史國在
非洲優越地理位置及與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關
稅優惠，以史國成為拓銷非洲之樞紐，開發第三國市
場，爰簽署「臺史經濟合作協定」
，將可為兩國創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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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互惠及合作雙贏的局面。
3. 以我作為史國拓展亞洲市場之據點：臺史兩國雖然地
理位置相隔遙遠，且雙邊貿易量不大，本協定我將協
助史國發展產業鏈及增加出口，成為史國拓展亞洲市
場的貿易據點。
4. 史方提供我商更多投資保障及優惠
(1)

史方將針對我赴史國投資之臺商舉行定期會議，
以協助解決臺商相關投資問題及提供投資誘因，包
括穩定電價、優惠性電價、改善及維修廠房。

(2)

史國政府承諾不定期提供我方其參與非洲經濟整
合之資訊，包含第三方提供之新興市場進入機會，
並協助我國以史國為基地，加強在非洲經濟之投資。

七、 本協定涵蓋哪些合作項目?
本協定雙方另提出貿易、投資、加工出口區、技術及人
員交流與合作等 5 大面向之經濟合作計畫:
1. 貿易合作：標準、技術性貿易障礙、SPS、創新、科
技、行銷等。
2. 投資合作：史國對在史投資之臺商定期舉辦會議，
協助解決投資障礙，另史國應提供我方參與非洲經
濟整合資訊，協助我加強在非洲之投資。
3. 加工出口區合作計畫：我加工出口區對史國經濟特
區進行管理經驗交流、研發及提供培訓計畫。
4. 技術合作：建立技術合作機制，包括農產品加工、
能源、礦產、衛生醫療、職訓教育等以及其他倡議。
5. 人員交流與合作：派遣專家學者互訪，及以研習、
諮詢及訓練專家等型態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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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對我國產業是否有所衝擊?
為審慎推動本案，農委會及工業局均已先與產業界進
行溝通，並經我方綜合評估經濟、財政、外交等因素後，
均認為本協定整體而言對雙方均屬有利，且對我國產
業並無衝擊。
九、 臺史雙邊經貿關係現況為何?
1. 貿易：依據我國海關統計，2017 年臺史雙邊貿易額
達 759.7 萬美元，我對史國出口 741.8 萬美元，較上
期增加 15.9%，我出口至史國產品紡織品洗燙染剪等
用途之機器、合成有機著色料、紡織造紙等工業用途
之整理劑或染料、稻米、縫紉機、拉鍊及其零件、教
育或展示用儀器、襯衫、碳酸鹽、鈕扣、塑膠製供輸
送或包裝之製品為主。另我自史國進口 17.9 萬美元，
較上期增加 19.8%，我自史國主要進口產品為葡萄柚
(占 81%)、棉紗、糖、天然蜜等，2017 年我國享有
723.9 萬美元貿易順差。
2. 投資：我在史國共設立 20 家公司，25 間廠房，僱用
近 1 萬 3,000 人，投資金額約 8,000 萬美元，主要投
資項目為紡織成衣業，其他則生產塑膠編織袋、紙箱、
機器配件、衛生紙及種植蓖麻等。
十、 史瓦帝尼在「南部非洲關稅同盟」
、
「南部非洲發展共
同體」、「東南非洲共同市場」、三方自由貿易區協議
(TFTA)及非洲自由貿易區(AfCFTA)成員國之重要性
及優勢為何?可為我帶來之利基?
1. 史國積極參與上述非洲區域經貿組織，不僅享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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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等市場之進口關稅減免優惠外，透過已具有
FTA 效力之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與歐盟經濟夥伴協定
(EU-SAD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南
部非洲關税同盟與南方共同市場之優惠性貿易協定
(SACU-MERCOSUR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南部非洲關税同盟與歐洲自由貿易協
會貿易協定(SACU-EFTA)，以及「非洲成長暨機會法
(AGOA)」與「普遍性關稅優惠制度」
，史國產品出口
歐、美、加、日等國及拉美地區亦享有低關稅優惠，
提高我商利用史國為生產基地行銷國外市場之優勢。
2.

此外，非洲聯盟於 2018 年 3 月 21 日簽署成立非洲
自由貿易區(AfCFTA)，將涵蓋 12 億人口及 2.5 兆美
元 GDP 的市場，跨越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55 個
會員國。以參與國的數量而言，AfCFTA 將是自 WTO
成立以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展望未來，非
洲市場商機無窮，可作為企業全球布局重要考量。而
史瓦帝尼是我國在非洲的重要邦交國，又積極參與各
項區域經濟整合，值得我商前來投資立足放眼全非洲
及行銷全球。

3.

我與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雙邊經貿交流現況 :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2017 年我對南部非洲發展共同
體出口總額為 9 億 630 萬美元，較 2016 年增加
3.16%，其中南非為我第 1 大出口市場(6 億 2,610 萬
美元，佔 69.08%)，其次為模里西斯(1 億 1,160 萬美
元，12.31%)、賴索托(5,563 萬美元，6.14%)、坦尚
尼亞(2,763 萬美元，3.05%)及馬達加斯加(1,818 萬
美元，2.01%)。2017 年我自南方共同市場進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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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7 億 7,755 萬美元，較 2016 年增加 25.51%，
其中安哥拉為第 1 大進口來源(14 億 8,125 萬美元，
53.33%)、其次為南非(9 億 4,921 萬美元，34.17%)、
尚比亞(8,873 萬美元，3.2%) 、 納米比亞(5,084 萬
美元，1.83%)及馬達加斯加(4,594 萬美元，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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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史瓦帝尼國家概況
史瓦帝尼王國是非洲南部的一個內陸國，北、西、南三
面為南非共和國所包圍，東北面與莫三比克為鄰。面積
約 1 萬 7,363 平方公里，人口約 110 萬。2017 年經濟
成長率 1.9%，國內生產毛額約 38 億美元，平均國民所
得約 3,411 美元。
史國於本(2018)年 5 月 18 日將國名「史瓦濟蘭」更改
為「史瓦帝尼」
。二、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簡介
(一) 基本資料：成員國包括波札那、南非、史瓦帝尼、賴

索托、納米比亞(1990 年自南非獨立後加入成為第 5
個會員國)。
(二) 沿革：1969 年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協定成立南部非洲

關稅同盟，創始成員國包括波札那、南非、史瓦帝尼
及賴索托等 4 國，1990 年納米比亞自南非獨立後加
入成為第 5 個會員國。
(三) 現況：2002 年 10 月簽署新的《南部非洲關稅同盟

協定》
，提高了波札那、納米比亞、賴索托、史瓦帝
尼四國關稅收入分成比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的關
稅分成成為這四個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三、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簡介
(一) 基本資料：成員國包括安哥拉、波扎那、賴索托、馬

拉威、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史瓦帝尼、坦尚尼亞、
尚比亞、辛巴威、南非、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2009
年 3 月拉喬利納政變後加入）、剛果民主共和國(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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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伊)及塞席爾等 15 國。
(二) 沿革：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簡稱南共體）其前身是

1980 年成立的南部非洲發展協調會議。1992 年簽
署了有關建立南共體的條約、宣言和議定書而正式
成立；2016 年與歐盟洽簽之經濟夥伴協議正式生效。
(三) 現況：SADC 自由貿易區於 2008 年成立，除安哥拉、

剛果共和國、塞席爾尚未簽署加入外，係一人口達 2
億 7,700 萬，GDP 超過 6,000 億美元之大型自由貿
易區。該自由貿易區協議書於 1996 年簽訂，歷經多
年努力有成，象徵 SADC 成員國在區域整合上向前
邁進一步。
四、東南非洲共同市場(COMESA)簡介
(一) 基本資料：成員計有蒲隆地、喀摩爾、剛果民主共和

國、吉布提、埃及、厄利垂亞、衣索比亞、肯亞、利
比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模里西斯、盧安達、塞
席爾、蘇丹、史瓦帝尼、烏干達、尚比亞及辛巴威等
19 國。
(二) 沿革：1994 年由原「優惠貿易區」正式更名為「東

南非洲共同市場」
，COMESA 於 2009 年推動關稅同
盟。
(三) 現況：COMESA 區域人口超過 3 億 8,900 萬人，生

產總值超過 3,600 億美元，為全球第四大自由貿易
區(僅次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東南亞國協)。
五、三方共同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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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三方共同體成立於 2005 年，由東部非洲

共同體(East Africa Community, EAC)、「東南非洲
共同市場」(COMESA)、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
三個區域經濟共同體聯合組成，成員計有非洲東南
部 27 國。
(二) 沿革：三方共同體於 2015 年 6 月推動 FTA(TFTA)，

目前共有肯亞、埃及、南非及史國等 22 個會員國簽
署(波札那係於 2018 年 1 月 30 日加入，成為第 22
個簽署國)，是完成建立非洲經濟共同體(African
Economic Community)-包含推動非洲 FTA 遠景的
關鍵步驟。
(三)現況：三方共同體區域人口約 7 億人，涵蓋非洲聯

盟(Africa Union)半數會員國，GDP 達 1.4 兆美元。
六、非洲自由貿易區(AfCFTA)
(一) 基本資料：非洲聯盟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至 21 日

在盧安達首都 Kigali 舉行以「建立一個非洲市場
(Creating One African Market)」為主題的第 10 屆
特別高峰會，與會 44 國元首或政府首長於 21 日正
式簽署成立自由貿易區(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的協定文件。
(二) 沿革：AfCFTA 談判係於 2015 年 6 月舉行的非洲聯

盟高峰會議中開始推動，2017 年 12 月擬妥 AfCFTA
協定本文及服務議定書，第 10 次談判則於 2018 年
3 月初舉行。
(三) 現況：AfCFTA 將涵蓋 12 億人口及 2.5 兆美元 GDP

的市場，跨越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55 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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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國的數量而言，AfCFTA 將是自 WTO 成立以
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美中不足的是，缺席
簽署協定文件的 11 國中包含非洲前兩大經濟體奈
及利亞與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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