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瓦帝尼王國(原「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投資環境簡介一覽表
2021/01/27 駐史瓦帝尼大使館更新

項目

內容
1. 史國對外人投資採開放態度，除少數攸關國家安全、民眾健
康及環境保護項目加以管制外，對投資金額、外資持有比例
未予設限。整體而言，史國政治環境安定，投資政策透明，
基礎建設尚稱完善。史國係南部非洲關稅同盟 (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 SACU) 、 南 部 非 洲 發 展 共 同 體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及東南非
洲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成員國，且該等區域組織亦與歐盟、英國、歐洲自
一、投資環 （一）當地總體投資條件與
由貿易協會(EFTA)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簽署經濟夥伴
境說明
潛力說明
協定(EPAs)或自由貿易協定，再加上史國享有普遍性優惠關
稅制度優惠、美國「非洲成長暨機會成長法案 AGOA」及臺
史 ECA 等，史國出口至全球許多國家均享有關稅優惠待遇，
史國積極參與區域整合係其投資優勢。
2. 我國業者可加強運用史國在南部非洲之優越地理位置及與
各國之貿易優惠條件，以史國作為布局非洲市場之據點，拓
展未來較具成長潛力之廣大非洲市場。因為非洲人口約 13
億，相較全球其他地區，享有較具市場潛力之人口紅利優勢；
且國際貨幣基金(IMF)亦預估未來 5 年非洲經濟平均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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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4%，被譽為下個世界經濟成長引擎。再者，全球最大之自
由貿易區 AfCFTA（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已於本（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可望進一步促增非洲境內之貿易與投資等
經貿活動。我國業者實不應缺席非洲市場之布局。
3. 武漢肺炎疫情造成經濟嚴重衰退，帶來前所未有之挑戰：
(1).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前經濟已疲弱：因史國經濟深受南非
影響，而南非 2019 年經濟受乾旱、口蹄疫及南非電力公
司(ESKOM)大規模限電措施等因素影響，南非經濟已嚴
重受挫，史國對南非貿易依存度又相當高，約佔史國出口
總額約 72%，史國經濟在武漢疫情爆發前已顯疲軟。
(2). 疫情加劇史國未來經濟挑戰：
 史國 2019 年經濟成長 1.3%，原估 2020 年將略恢復至
2.8%，惟受疫情影響而採取之封鎖措施將導致衰退
6.7%。（註：IMF 預測史國 2020 年經濟衰退 3.5%）
 原財政預算收入估計 210 億史鍰，疫情後將減少 27 億，
降至 183 億史鍰。
 原預算赤字 29 億史鍰，約佔 4.3%GDP；倘預算維持在
240 億史鍰，則財政赤字將增加至 56 億史鍰，約佔
9.1%GDP。
 原債務為 225 億史鍰佔 30%GDP，將增加至佔 38%GDP。
 未來財政收入將減少，因 SACU 未來 2 年因進口量減
2

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少，將影響 SACU 分配款收入。
 融資缺口增加至 42 億史鍰，需外部預算支持。此外，史
國須制定平衡且充足之預算，透過支出重新分配與調
整，同時調整經常性支出及資本帳支出。
4. 鑒於武漢疫情之衝擊，史國總理戴安伯(Ambrose M. Dlamini)
偕眾閣員於 2020 年 8 月 14 日主持由史國總理府與史國經濟
政策分析研究中心(ESEPARC)聯合舉行「武漢肺炎後疫情之
經濟復甦計畫」說明會，宣布總值 30 億史鍰之後疫情經濟
復 甦 計 畫 （ Post Covid-19 Kingdom of Eswatini Economic
Recovery Plan）
，並邀請使節團及各界重要人士參加，期以促
進各界參與史國經濟復甦計畫。史國政府盼透過公私合作之
財政政策，提振投資以振興經濟。因此該計畫著眼於提振投
資、創造就業以振興經濟，自 2020 年 7 月 1 日開始推動共
97 項投資計畫，並規劃於 18 個月內陸續完成。其中包括民
間主導之 84 項投資計畫總金額達 230.69 億史鍰，來自政府
部門 13 項投資計畫總金額約 70.55 億史鍰。預期該經濟復甦
計畫將可為史國經濟挹注 301.23 億史鍰(約 17.717 億美元)，
並創造 40,126 個就業機會。
5. 經濟復甦計畫之 3 大面向：
(1). 以民營部門主導之經濟：史國政府將致力經濟改革，並
承諾創造一有利經商之商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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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注大型計畫，俾帶動更快及更高之經濟成長：透過大
型計畫促使民間企業拓展其事業，並透過為期 18 個月之
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推動相關復甦計畫。相關計畫
著重在推動促進 GDP 成長、創造就業及增加收入之重點
產業，如 2019 年至 2022 年史國策略路徑圖所規劃發展
之產業，包括農業、製造業、農業加工、旅遊業、採礦業
與能源產業、資通訊及教育產業等。
(3). 吸引高資產個人及投資者進駐，促進多國籍企業在史國
設立營運總部：該復甦計畫將增進投資者對史國經濟之
信心；史國政府亦將吸引高資產之個人／投資者在史國
定居。未來將由總理府直接督導投資委員會（Investment
Commitee），並由商工部部長定期每月向總理陳報投資
案進展。
6. 經濟復甦計畫之重點領域：透過金融貨幣部門，採行寬鬆貨
幣政策；並透過公私合作之財政政策，推動各重點產業發展，
增加就業機會，包括商業（22.06 億史鍰／1,870 個就業機會）
、
農漁林業（53.6 億史鍰／6,040 個就業機會）、旅遊與環境
（4.66 億史鍰／345 個就業機會）
、能礦及水資源（37.47 億
史鍰／750 個就業機會）
、基礎設施（40.16 億史鍰／2,191 個
就業機會）
、含資通訊產業之製造業（65.37 億史鍰／4,610 個
就業機會）、紡織業(12.02 億史鍰／10,900 個就業機會)等。
4

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7. 關注青年及微型企業(MSME)之利益：史國中小企業占就業
比率達 86%，且史國 59,283 家微型企業僱用約 9.3 萬人，占
人口比率 21%，其中青少年(15-34 歲)比率又高達 37.5%，顯
示微型企業在經濟暨就業市場之重要性。因此，經濟復甦計
畫推動大型計畫須兼顧 MSME 可自細部計畫獲得之商機。
預估 MSME 自該等細部計畫可獲益約 50.3 億史鍰。史國政
府並於 2021 年 2 月 1 日正式啟用 4,500 萬史鍰之 MSME 改
革基金(MSME Revolving Fund)，提供中小企業 5.5%之低利
貸款，低於市場利率 2%。
8. 相較南非治安差，常有搶匪事件發生，且近來常發生缺水、
斷電（區域性大規模停電）
，史國投資環境確實優於南非，近
來已陸續有南非臺商赴史國考察投資環境，惟因史國投資促
進局(EIPA)目前已無空餘廠房，而鄰近史國最大城 Manzini
之 Matsapha 工業區之民間私人廠房索價不低（註：75 史鍰
／每平方公尺）
。本館已多次向 EIPA 及史國商工部反應，惟
史國政府礙於目前財政狀況，亦無額外預算興建新廠房，供
投資者承租。因此，短期內有意赴史國投資之業者恐須評估
自行興建廠房之可行性。

（二）聘雇外籍人員及居留 1. 聘用外籍員工須向史國內政部移民局申請，雇主應先就工作 我國駐館
申請規定
所需人才於史國報紙刊登 2 星期之廣告。如無合適之本地人 經參處彙
5

項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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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地申設公司程序及
2.
所需文件

3.

4.

內容
才，雇主則提供報紙廣告、外籍員工之履歷資料、其本國警察
機關所出具之良民證，以及護照影印本及健康檢查表，備函及
填表向史國內政部移民局申請，並繳納規費。
依據前述程序，向史國內政部移民局申請工作證後，即自動取
得臨時居留權(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TRP)；基本上，TRP
兼具簽證/工作許可之功能。
辦理公司登記：須準備申請表、公司設立目的與組織章程
(Memorandums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董事完稅證明與
身分文件，並繳納保留公司名稱(期間 3 個月)之費用 20 史
鍰，向史國商工暨貿易部公司註冊處（Registrar of Companies,
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Trade）提出申請。公司登
記費用視其名目資本額大小而定，自 925 至 1,825 史鍰不等。
外國公司登記費用與本地公司相同，完成登記程序約需 7 天。
申請營業登記須準備申請表、公司登記證、說明營業地址及
業務性質（須附有效之租約）
、經理人之健康報告等文件向商
工 暨 貿 易 部 商 業 處 （ Commerce Department, 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Trade）提出申請。
申請稅籍登記須準備申請表，說明雇主名稱、營運開始日期、
分公司或其他營業處所與應繳稅員工人數等資料，向國稅局
（Swaziland Revenue Authority）提出申請。
申請製造業登記須準備申請表，說明公司名稱、郵政信箱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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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廠址、產品項目及產能與保稅倉庫登記等資料，向國稅局提
出申請。
由於史國政府規定繁瑣，上述申請手續，建議委請史國律師或
會計師協助辦理，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果。
1. 租稅規定：主要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兩類。直接稅包括公司所
得稅 27.5%；個人所得稅採累進稅率，最低為 20%，最高 33%。
間接稅則包括關稅、加值稅(VAT、15%)、外僑保留稅與其他
稅捐等。
（四） 租稅規定及融資環境
2. 融資環境：史國依據 1975 年金融機構法（Financial Institution
說明
Order, 1975）
，迄今共成立四家銀行，分別為：Standard Bank、
First National Bank、Nedbank Swaziland 以及 SwaziBank，大
致呈寡占之情勢，故作風較保守。目前史國銀行重貼現利率為
3.75%，一般放款利率約 7.25%。(www.centralbank.org.sz)
1. 蔗糖：史國糖業發展於 1950 年代中期，為最早之產業，亦是
當今首要農業出口經濟作物。史國近年來高居外銷第一名之
「工業原料用之芳香物質混合物品(HS Code 3302)」，即是可
二、投資
（一） 駐在國投資重點產業
口可樂利用史產蔗糖所製成之濃縮液(Concentrates)。2019 年
重點與潛
說明
糖及糖製品兩者合計出口約 4.747 億美元，約佔出口總額
力產業
24%，顯見糖業對史國之重要性。
史國國內共有 3 個糖廠，400 個甘蔗生產組織，其產值占 GDP
的 13%，直接僱用人數超過 1 萬人，勞動人口比例占全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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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部門 35%及農業 74%，為史國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在世
界糖業具有極佳的競爭力。
2.食品加工業：食品加工業產品項目繁多，係以史國農產品為原
料，利用自製蔗糖加工而成，產品以水果罐頭及果汁為主，出
口至歐盟、美國、日本及澳洲。食品與飲料是史國就業人口最
多的部門，其他重要產業有啤酒、飲料、可口可樂濃縮生產及
肉類，具有出口潛力之農產及加工產品包含酪梨、夏威夷豆、
柑橘類、蜂蜜、果醬、辣椒醬等。
3. 造林及紙漿業：史國森林業發展甚具歷史，全國約有 36%土
地為原生或外來品種樹木所覆蓋。USUTU 森林面積廣達 6 萬
6,000 公頃，為世界最大人造林之一，主要栽種松樹。史國主
要出口紙漿至非洲、美國、歐盟及遠東地區，其他部分木材則
用於房屋建材、家俱及礦坑使用。
由於木材須有廣袤土地及長期種植(松木成長需 20 年)，因此
在開始栽種前必須對經濟有信心，南部非洲最大私人木材集
團 Montigny 執行長 Andrew Le Roux 於 2019 年初接受 Forbes
Africa 專訪時表示，該公司係善用史國之穩定得以發展茁壯出
口木材，倘史國有 10 至 15 個企業能複製該公司的經驗，必
將大幅扭轉經濟形勢。
4. 紡織業：以成衣、紡紗及周邊相關產業為主，全國共有 20 餘
家工廠，成衣業為史國傳統出口重要產品、主要製造業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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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創匯之產業。在我國與史國政府鼓勵以及美國非洲成長
暨機會法案（AGOA）吸引下，我國紡織業者於 2000 年開始
前往史國投資，當時史國成衣業幾乎為臺商天下。目前臺商投
資經營之成衣廠有南緯等 12 家公司。
5. 觀光業：史國吸引觀光客利基為其友善人民、美景、美食、安
全環境及文化傳統等，最受歡迎的景點是野生動物區與自然
保護區，其次為文化與遺跡。史國近年採取簡化簽證及邊境通
關手續，改善交通設施，並積極推動興建各項大型娛樂設施，
以吸引國際旅客前往觀光，希望創造更多產值及就業機會。觀
光業向為史國主要創匯及經濟收入來源之一，2018 年訪問史
國的國際旅客人數 127.7 萬人次。
6. 營造業：營造業是史國 2017 年最蓬勃發展的產業，也是 2018
年受創最嚴重的產業，主要是繼 2016/17 年度公共建設大幅
成長(資本支出約達 4 億美元)後，政府因為經費不繼中止多項
工程計畫，導致許多營建公司員工失業，甚至有些興建中之計
畫，亦因為政府延遲付款而喊停。營造業雇用員工約 1 萬 2,000
人(不含季節性外勞)，一向是史國就業及收入的重要來源。該
產業 2020 年疫情期間受創嚴重，2020 年 3 月至 6 月史國建
築承包商之登記數自 2019 年同期 664 家減少至 477 家(註：
其中僅有 77 家新登記承包商，其餘 400 家均屬續約登記。)；
且疫情封鎖期間僅約 32%公司仍正常營業，其餘則依其業務
量縮減其營運規模。
7. 能源業：史國能源總目標(Energy Masterplan)是 2034 年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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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能源自足，計畫中使用的再生能源包括傳統生物質
(biomass)如柴火、廢木、甘蔗渣與水力，以及最近快速發展的
太陽能與風力。目前 4 個小型水力發電廠之總發電量為 69.4
兆瓦，已占國內自行發電比例之 78%及全國用電量之 14-24%。
由於木材與糖業的生物質每年有發電 150 兆瓦之潛力，
Montigny 木材集團正計畫自其 5 萬公頃林地中就地取材，興
建一座非洲最大的木質能源廠，供應再生物質能源自用。

1. 電廠：史國自有發電僅達需求量 10%，餘所需電力分別從南非 我國駐館
及莫三比克購入 80%及 10%。因南非國內電力需求逐年提高， 經參處彙
供應已呈不足現象，預料未來將無剩餘電力供應史國。史國政 整
府為確保電力充分供應，希望引進外商投資電廠，尤以利用史
國煤礦發展火力發電廠為主要目標。
2. 太陽能及節能產業：非洲南部國家普遍缺乏電力且日照時間
長，適合使用太陽能及 LED 等節能產品，我商可以史國為據
（二） 駐在國具投資潛力產
點，進行產品組裝行銷非洲其他國家。
業說明
3. 資通訊業：非洲市場對於低單價智慧型手機、3C 產品需求殷
切，我商可在史國進行組裝後行銷非洲其他國家。
4. 製藥及保健產品：史國本身尚無製藥工業，史國王家生技園區
已大致完工，刻正積極吸引生技、製藥等廠商進駐，相關產品
除供應本國外，亦可行銷至非洲其他國家。
5. 精緻農業：史國氣候佳，土地無污染，適合栽種高單價農作物
(如薑、大蒜、香料)、水果(如火龍果)或中草藥，出口至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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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歐洲及亞洲等地。
6.依照史國投資促進局的招商重點，適合國人投資之產業尚有食
品加工、製造業、金融服務及觀光與休閒業等。其中，食品加
工業可投資的項目如下：
(1)蔗糖加工：史國目前出口原糖為主，可進一步開發加工原糖
以創造附加價值（如利用原糖製造糖果、蘭姆酒等產品）之商
機。
(2)番茄汁製造：史國一年四季生產大量的番茄，但卻從南非進
口 100%的番茄汁，番茄加工業潛力大。
(3)加工肉品：史國僅有一家肉品加工廠，遠不能滿足國內市場
需要，致必須從國外(主要為南非)進口許多加工肉品(培根、火
腿及漢堡等)。投資方式有二，一是在史設立加工廠，二是提
高肉品供應量。
(4)水果加工：史國生產橘子、葡萄柚、柚子(pomelo)、小柑橘
(nartjie)、檸檬及酸橙(lime)等新鮮水果至國際市場，可創造水
果加工及其包裝業之附加價值。
(5)冷凍蔬菜及穀類：史國幾乎是 100%自國外進口。
7.王家科技園區(RSTP)已規劃完成，並適用「經濟特區法」首批
適用特別優惠之獎勵投資措施，其招商引資之重點對象包括
生技研發、食品加工、製藥與醫療器材用具及資通科技產品等
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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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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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優
（一）駐在國政府優惠措施
惠措施

內容
史國政府對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之新投資事業，提供下列優惠獎
勵措施：
1. 10 年特別優惠稅率
合於史國政府專案核准之重要投資案，前 10 年之公司淨利所
得稅可享有 10%之特別優惠稅率。
2. 興建廠房
為落實城鄉均衡發展，史國政府對於重要投資案代為興建廠
房，並視設廠地區及業者需求程度，給予 1 至 3 年免租金之
優惠條件，供投資人使用。
3. 免徵進口關稅
進口用於生產之資本財及用於生產、再出口至南部非洲關稅
同盟(SACU)以外地區之原物料，皆免徵進口關稅。
4. 其他獎勵措施
公司從事員工教育、訓練費用，經稅捐機關同意，得以 150%
列為租稅扣抵項目。
◎其他措施：
- 資本財抵減(capital allowances)：製造過程中使用的工廠與機
器於使用第 1 年可提列 50%之費用，其後每年可攤提餘額之
10%，直至該資本財結束年限；其他興建旅館、廠房及員工
宿舍等亦有不同比例之加速折舊措施。
- 出口信貸保證方案：為外銷市場而製造產品的投資人可向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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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地銀行申獲基金，以利其接單生產；史國政府透過中央銀行
提供貸款擔保。
- 營業虧損可遞延：公司當年之虧損，不論金額多寡，均可遞
延至未來營利年度中予以抵扣申報所得。
- 5 年工作證及居留權：適用新成立公司之外籍董事、高階管理
幹部及重要技術人員。
- 在自由化外匯制度下，企業營運利潤及股利可全數匯出；外
籍員工之薪資亦允許匯出。
1.依照歐盟與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等 78 個國家於 2000 年簽
署(2003 年生效)之「Cotonou 協定(嗣後改為 ACP-EU 夥伴協
定)」，史國產品出口至歐盟國家享免關稅優惠待遇。
2.史國是普遍性關稅優惠制度(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
（二）歐美等市場准入之優 GSP)的受惠國，出口部分歐盟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澳
惠條件
洲、俄羅斯及紐西蘭等享有低關稅優惠。
3.史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恢復享有美國「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
（AGOA）」免關稅優惠。依據該法案，史國 6,500 餘項產品出
口至美國享有免進口關稅優惠，包括成衣、糖、水果、加工農
產品等。
( 三 ) 南 部 非 洲 發 展 共 同 體 SADC-EU-EPA 於 2016 年 10 月 10 日生效，歐盟提供史國等
(SADC)與歐盟經濟夥伴協定 SADC 會員國 100%進口產品免關稅，但史國僅給予歐盟 86%進
(EPA)
口產品免關稅，排除農業、紡織品及加工食品；此係歐盟第一次
13

資料來源

我國駐館
經參處彙
整

我國駐館
經參處彙
整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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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簽署不對稱的 FTA(Asymmetric Market Liberalization)。透過
此一協定，史國銷歐計有 9,600 多項產品免關稅與配額。
東 南 非 洲 共 同 市 場 (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成員計有 19 國，於 2009 年推動關稅同盟。
( 四 ) 東 南 非 洲 共 同 市 場 史 國 在 COMESA FTA 成 立 後 並 未 提 出 其 關 稅 減 讓 表 ， 爰
( COMESA)：
COMESA 其他會員出口產品至史國仍適用 SACU 共同關稅，而
史國出口至 COMESA 其他會員國，則在「讓利條款(under
derogation)」下，享有 COMESA FTA 零關稅的優惠待遇。
SACUM-UK EPA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英國承諾立即提供
(五)南部非洲關稅同盟與莫
SACU 成員國（南非除外）及莫三比克之出口商品免關稅及免配
三比克及英國經濟夥伴協定
額。相關詳細條文及協定內容可逕至英國官網查閱：
（SACUM-UK EPA）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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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www.gov.uk/guidance/summary-of-the-sacum-uk-economic-partership-agreement-epa

AfCFTA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在迦納成立秘書處，除要求
成員國免除 90%貨品關稅，促進非洲單一市場，期能促進非洲內
部貿易額於 2022 年達到 52%；AfCFTA 亦成立並建置非關稅壁
(六)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
壘線上通報機制（www.tradebarriers.africa），以期消彌非洲內部
（AfCFTA）
邊界交易之障礙，例如：限制性產品標準及規定、繁瑣文件、邊
境臨時費用、過度延誤過境通關等，俾促進非洲自由貿易協定之
落實。
( 五 ) 經 濟 特 區 法 (Special 本法於 2018 年 2 月立法通過，在經濟特區(目前已先指定王家科
Economic Zones Act, 2018)
技園區(Roy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及恩史瓦帝三世國王
14

我國駐館
經參處彙
整

我國駐館
經參處彙

項目

四、我國與
駐 在 國 雙 （一）雙邊經貿協定
邊關係

內容
國際機場(King Mswati III International Airport)兩處投資進駐者可
享有下列優惠措施：
1. 前 20 年免除公司稅，之後每年僅須支付 5%(一般為 27.5%)；
2. 購買原料、設備、機器用途的產品及包含在區內直接製造相關
的所有產品與服務等，可豁免關稅、加值稅及其他應付稅賦；
3. 區內的營運活動可免除外匯管制與限制；
4. 在符合現行法規下，利潤匯出不受限制；
5. 綠色科技補貼；
6. 興建廠房支出抵減；
7. 訓練本地員工可抵減稅款(levy)；
8. 研發補助。
符合條件之投資人必須遵守下列規定：1.善待員工；2.員工須有
90%係在應繳稅之範疇；3.僱用本地員工人數至少三分之二；4.
獨資企業及合資企業的資本投資額至少須分別達 3,000 萬及
7,000 萬史幣；5.遵守當地化政策；及 6.技術移轉。
1. 中 華民國 政府與史 瓦濟蘭 王國政府 投資促 進暨保護 協定
（1998）
2. 中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1998）
3.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2018)：
我方提供史國 153 項產品優惠關稅待遇，協助史國產品拓銷
我國市場。相關條文及優惠產品項目清單可逕上網查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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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lID=1872。

資料來源

我國透過臺史雙邊合作計畫資助史國推動各項經建、社會、文教、 我國駐館
（二）我國對駐在國經濟援 衛生醫療等方面之發展，近年推動之「鄉村電力化」
、
「改善偏鄉 經參處彙
助概況
供水」
、
「生物科技園區」及「史京醫院門診部改建」等計畫甚受 整
史方肯定。
史國民風純樸，雖保有非洲傳統生活習性與民俗，但一般商務
拜訪仍遵循國際禮儀與慣例，並無太大差異。訪史時如遇到有
五、駐在國 （一）駐在國特殊經商禮節
國王出席之慶典活動，須注意不可正立於國王背後，男士禁止
經商文化 與習俗
戴帽，女士宜著長裙(如穿長褲應以其他衣物裹纏)。
六、駐在國 （一）投資相關部門：投資促進局（Eswatini Investment Promotion Authority, EIPA）負責招商
經 貿 業 務 工作，協助外商在史國投資設立公司，並肩負拓銷史國產品之任務。EIPA 隸屬於商工暨貿易
主政機關 部，對內設有董事會，由各部會指派代表為董事，執行長為對外負責人。
（二）貿易相關部門：商工暨貿易部國際貿易處（International Trade Department, 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Trade）
（三） 政府(採購)標案相關部門：政府採購局（Public Procurement Regulatory Agency）
（四） 財政部隸屬之國家招標局(National Tender Board, Ministry of Finance)
https://www.onlinetenders.co.za/tenders/swaziland(史國政府採購網站招標公告)
（五） 主要工商協會：
1. 史國商業總會(Business Eswatini)；2018 年 11 月由雇主暨商業總會(FSE&CC)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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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國商業協會(Federation of the Swazi Business Community, FESBC)
（六） 史國可協助外商媒介史國經銷商及貿易夥伴的機構，除 EIPA 外，尚有：
1. 史國國家工業發展公司(Eswatini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網址：
www.enidc.org.sz)由政府依照 1971 年相關法令所成立，其任務包括協助新企業融資。
EINDC 投資具有經濟、財務存活性及技術可行性之中長期計畫，投資標的遍及各產
業，可引介外商以股權參與方式加入投資。
2. Tibiyo Taka Ngwane(網址：www.tibiyo.com)：由史國王受國家之信託所管理的私人基
金，外商與其合作可循合資計畫模式或協助經營其所擁有的計畫。
3. 中小企業發展公司(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mpany, SEDCO 網址：
http://sedco.biz)隸屬於商工暨貿易部下之國營事業，1970 年成立，透過教育、訓練及
諮詢服務，協助輔導微小中型企業發展事業及順利獲得銀行貸款。
七、對我國廠商前往投資之建議
1. 考察投資環境及詳細評估：建議臺商投資前詳細評估投資計
畫再進行投資。
2. 產品應以外銷為主：史國人口約 110 萬，人民購買力低，內
需市場有限，產品須外銷始達投資規模。倘在史國投資，必
須具備國際行銷能力，否則不易成功。
3. 深入了解勞工法令：史國經濟發展雖落後，惟依照國際勞工
組織規定保護勞工，投資者應熟悉史國勞工法，再訂定公司
內部管理規則，以免牴觸法令。
4. 自備充裕資金：史國金融機構服務水準與西方國家有落差，
融資不易且利息高昂。如產品以非洲市場為主，則貨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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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項

內容
資料來源
期長，呆帳比率高，因此需大量資金周轉，否則增加營運難
度。
5. 加強後勤補給，降低生產成本：史國與亞洲之運輸線甚長，
須加強企業之後勤補給行政效率，避免原物料供應中斷或延
誤，增加成本。
6. 講求經營管理技巧：在史國投資設廠，須講求良好經營管理
技巧，倘以高壓方式管理，容易造成勞資衝突。
(一)我與史國自 1995 年起每年舉行「臺史部長級經技合作會
我國駐館
議」，討論推動雙邊經貿及技術合作議題。
經參處彙
(二)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於 2018 年 6 月 7 日率團訪問我
整
國，並與蔡總統於 6 月 8 日在總統府共同見證經濟部沈榮津
部長與史國商工暨貿易部 Jabulani Mabuza 部長簽署「臺史經
濟合作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象徵臺史
雙邊關係邁入新紀元。該協定生效後，史方對我出口 153 項
產品可立即獲分期享有免關稅待遇，將有助於提升雙方貿易
與投資合作空間。

備註：本次更新部分以劃底線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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