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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項目

執行情形

經貿交流

貿易1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總額為 1,171.04 億美元，年成長 5.69％。



我國出口至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684.2 億美元，年成長 1.5％。



我國自新南向國家進口金額為 486.9 億美元，年成長 12.1％。



核准（備）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 229 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72.18
％，投(增)資金額達 24.03 億美元，雖較上年同期減少 34.7％，惟對

投資2

印度及越南投資金額較去年同期成長。


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件數 643 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10.86％，投
(增)資金額達 3.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43.33％，其中泰國、菲
律賓及澳大利亞來臺投資金額均較上年同期成長。


金融支援3

輸出入銀行對新南向國家貸款核准額度新臺幣 176.13 億元、保證額
度 28.43 億元、輸出保險承保額度 220.69 億元。



輸銀建置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開辦至 2018 年
12 月底，辦理新南向國家 104 案，貸款及保證金額 76.68 億元。

國銀據點4

金管會協助國銀於新南向國家增設據點，核准 8 處，累計共 215 處。
中小信保核准 17 件，融資金額新台幣 3.9 億元；農業信保核准 7 件，融

三大信保

資金額新台幣 1.4 億元；海外信保共保證 405 件，融資金額新台幣 43.3
億元。

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1
2
3
4

分別與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及菲律賓等 6 國舉辦，共匯
集 2,257 位代表與會，簽署 37 項合作意向書，促成包括食品生技、智慧
城市、金屬食品加工等領域合作。

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庫：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tgl。
經濟部投審會：107 年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新聞稿。
金管會新南向政策專區-執行成果：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570&parentpath=0,7。
資料來源同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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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於印尼、印度、越南、泰國及馬來西亞等 5 國辦理，透過邀集地方、中
央政府及民間資源參與，整體推廣我國在文化、觀光、教育、農業、科

臺灣形象展

技、醫療、產業等領域之解決方案與實力，共計 960 家次我商參展，吸
引 11 萬 8,285 人次參觀，促成逾 250 個成功案例，並增進我與新南向國
家在文化、觀光、人才及產業等面向之合作交流。
協助 2 萬 5,081 家次廠商運用台灣經貿網行銷，促成 5 億 3,047 萬美元

電子商務

商機，並持續在 eBay 澳洲、印尼 blibli、越南 TIKI、泰國 PChome Thai
等新南向平台線上臺灣館，結集台灣經貿網廠商累計上架近 27 萬項商
品。
電廠、石化、智慧交通 ETC、都會捷運、環保工程及水資源等六大輸出

工程輸出5

團隊，於新南向區域取得 37 件工程標案，總得標金額約為新臺幣 270.31
億元，高於 2016、2017 年得標之 239、252 億元。

開發工業區
促成產業聚落

世正開發公司在印度卡納塔卡省班加羅爾設立科技創新國際園區，並與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合作進行該園區的整體規劃，將引導台商進
駐形成在印度第 1 個產業聚落。
中油結合合興石化公司及和勝倉儲公司於越南成立越南宏越公司；台農
公/民營機構

發公司結合台肥及其他公營企業合資設立台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合作

港務公司結合中華郵政及陽明海運等業者合資在新加坡設立「台源國際
控股(股)公司」。

人才培育
學生人數6
外國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7

5



新南向國家來台留學/研習學生共計 51,970 人，年增幅達 25.6％。



我國學生赴新南向國家留學/研習人數 21,100 人，較上年成長 9.5％。



教育部 106 學年度總計培育 2,931 人，分別為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
班 2,494 人；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 182 人；中高階專業技術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產業新南向再創佳績 107 年度得標金額逾 270 億元」
，108.1.10。
教育部統計處，教育統計簡訊「107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況」
，108.1.28。
7
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計畫，新南向 107 年第 4 季執行情形一覽表，
http://www.edunsbp.tw/news_c1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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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短期訓練班 255 人。


僑委會海青班計 1,084 人註冊、僑生技職專班報到人數 1,578 人。



透過 Contact TAIWAN 網站及舉辦國內外攬才活動，協助延攬 327

僑外生就業
媒合

名僑外生為我企業所用。


勞動部公告僑外生評點配額制受理許可數額為 2,500 名，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核准許可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計 4,146 人次。

產業人才培訓

續與印度合作培訓智慧手機設計人才，邀請當地 45 位人員來台參訓，並
與印尼合作培訓 100 位工具機操作人才，帶動印尼對台工具機需求。

資源共享


馬來西亞為優先重點對象。推動醫衛人才培訓、醫衛產業搭橋、臺
醫衛合作與
商健康諮詢服務、營造文化友善之醫療環境、醫衛相關產業之法規
產業鏈發展

及市場調查以及資訊整合等 6 大項目。


國際醫療

啟動「一國一中心」策略，以印尼、印度、越南、泰國、菲律賓、

共協助培訓 336 名醫事人員，並協助介接 69 家廠商。

新南向國家來台病人超過 15.7 萬人次，占全部國際醫療病人 38.08％，
較上年同期增加 52.4%。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農產品貿易金額為 59.1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加 3％。

農產品貿易



我國農產品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14.3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9.3％。



我國肥料、農藥及農機設備等外銷新南向國家出口值為 1.8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增加 15.1％。

農業綜合
示範區

2018 年 6 月簽署台印尼綜合農業示範區行動計畫，在印尼建立綜合農業
示範區，該年已完成灌溉受益面積達 100 公頃。
輔導我國業者於印尼與當地業者共同建置 2 個蔬菜備儲基地，雙方業者

蔬菜備儲基地

簽訂契約，規劃於我國汛期時自儲備基地進口蔬菜，補充國內所需，我
國也藉此推廣使用我國蔬菜種子種苗、肥料，增進我國農業資材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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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8

新南向國家來台總計已超過 259 萬人次，較上年成長 13.6％，占整
體來台遊客 23％。



國人赴新南向國家已逾 279 萬人次，成長 12.8％，占整體出國遊客
16.8％。

區域鏈結


與新南向國家簽署投資協定(BIA)，保障我商權益，我與菲律賓新版
BIA 已於 2018.3.1 生效、台印度新版雙邊投資協定於 2019.2.14 生
效。9

經貿協定


2018 年與澳大利亞及印度簽署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認證企業可
享有通關優惠措施，增加出口競爭力。

促進民間交流、打造區域公民社會對話的常態性平台，第二屆玉山論壇
非政府組織

於 2018.10.11-12 舉行，共有來自 17 國、51 位國際人士擔任與談來賓(包
含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055 位與會者，較第一屆皆有顯著增加。

8
9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https://stat.taiwan.net.tw/。
資料來源：https://www.dois.moea.gov.tw/Home/relation1_1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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