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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總理 莫迪於 8 月 15 日印度 獨

立紀念日發表演說  

今年 8 月 15 日係印度第 69 屆獨立紀念

日， 莫迪總理依例於新德里紅堡廣場

發表演說，係其自上（2014）年 5 月就

任以來二度於獨立紀念日演講，強調

印度人民黨執政 15 個月來已取得之政

績，「在印度製造」政策尤吸引大量外

資，使印度 2014-15 年國內生產毛額成

長達 7.3%，未來政府將持續致力發展

經濟及消除貧窮，並做為施政主軸。 

莫迪總理曾於上年獨立紀念日闡述其

治國理念及施政方向，包括推廣普惠

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提倡社會公

義、促進人口性別平等、加速國家經

濟與基礎建設等，今年則強調及展現

其執政績效，並提出未來加強之施政

方向如下： 

(一)「起業印度，印度奮起」（Start-Up 

India, Stand-Up India）倡議：為鼓勵

創 業 主 、 小 型 企 業 及 新 創 事 業 發

展，將全力建構有利微型及中小企

業發展之生態環境，並輔導農村經

濟發展，使印度成為全球最大之新

創 事 業 基 地 ， 並 提 供 大 量 就 業 機

會，未來盼全印 12 萬 5,000 個銀行

分 支 機 構 分 別 資 助 至 少 1 名 賤 民

（Dalit）或原住民（Adivasi）及至

少 1 名婦女創業，政府將降低稅負、

便利融貸、提供財政支持、簡化勞

動規章等，期於 2025 年前使製造業

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之 25%。 

(二)消減貧窮：強調減貧係其施政最重

要主軸，各界應齊力協同政府訂定政

策及發展目標，以改善廣大低收入人

民及農民生活水準。 

(三)打擊貪腐及嚴格管制黑錢：強調加

速打擊貪腐及從嚴管制黑錢之決心，

一 年 來 政 府 共 立 案 調 查 貪 瀆 案

1,800 件，並立法管理黑錢及與國際

合作，防杜跨國逃漏稅行為。  

(四)改革勞動法規：加速改革有關法

令規章以符合現代企業及社會發展

所需。目前印度主要有 44 項勞動相

關法規，未來將簡化成 4 項，使各

界 易 於 遵 循 與 執 行 。 另 亦 將 撥 款

2,700 億 盧 比 建 立 勞 工 身 分 證 制

度，作為未來勞工管理與福利規劃

之依據。 

(五)加速國家發展：宣示於 2022 年

前使印度成為已開發國家，屆時每

戶皆有房屋居住並獲供應電力。印

度獨立 69 年來迄今仍有 1 萬 8,500

個村落缺電，將在未來 1,000 日內

獲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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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顧農民福祉：政府今年推動之

土地改革法案雖引發圖利財團與企

業及不利農民之質疑，仍將以實際

行動照顧農民福祉、發展農村經濟

與提升農業生產力，農業部已更名

為「農業與農民福利部」，並承諾加

速建設灌溉系統及提供農村充足之

電力供應。 

(七)強調發展經濟及提供投資優惠：政

府將對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之投資案提

供更多補助獎勵與稅負抵減，以加速

吸引外資，並為每年新增之 1,500 萬就

業人口提供充足工作機會。 

(八)發展東部及東北地區：將加強開發

印度東部及東北各州之基礎建設、交

通、生活環境，並提供數位連結，以

提升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將首先鋪

設銜接 West Bengal 州及 Bihar 州之天

然氣輸送管線，以改善當地人民生活。 

(九)加強開發礦產資源：每年將編列

600 億盧比加強開發潛力礦源及推動

當地經濟建設，以擴大礦業資源運用

並創造更大經濟效益。 

莫迪總理並於演說中強調其執政一年

來之成果如下： 

（一） 普惠金融（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上年 8 月推出普

惠金融政策協助中低階層人民開立

銀行帳戶，計新增 1 億 7,450 萬戶，

吸收總存款達 2,076 億 9,330 萬盧

比。另上年 7 月已宣布提列 1,000

億盧比種子基金，結合民間投資力

量加強對新創事業提供貸款。  

（二） 清潔印度（Swachh Bharat）：

上年 10 月展開全國清潔運動，期清

除環境髒亂並建立乾淨衛生國度，並

盼 2019 年底前使每戶家庭均擁有廁

所。迄今已於鄉村地區設立 690 萬間

廁所，於都會地區增設 43 萬 6,000 間

廁所，各學校均應完成設置廁所之目

標正逐步實現。 

（三） 推動地方特色產業（Sansad 

Adarsh Gram Yojana）：上年 10 月籲請

每位國會議員認養其選區內一項地

方特色產業，以協助地方經濟與產業

發展，迄今 545 名下議員有 50 人付諸

行動，244 名上議員則有 56 人響應。 

（四） 公務人員管理：建立指紋簽

到制度以管理公務人員出勤並改善

遲到現象，以建立紀律文化並提升工

作效率。 

（五） 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已

投資 4 兆 5,000 億盧比於各項數位建

設工程，創造 180 萬個就業機會；另

正擴充鄉村地區之寬頻網路、太陽能

供電系統，以提供完整且不受斷電影

響之行動通訊與網際網路服務。 

（六） 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

上年 9 月揭櫫政策後至今年 4 月共吸

引外資 198.4 億美元，較前年同期之

134 億美元增加 48%。演說中並提及

我國鴻海科技集團及歐、美大廠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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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發展之計畫。（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總理莫迪揭示「技能印度（Skill 

India）」計畫 

印度技能發展及創業部（Ministry of 

Skill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於 2015 年 7 月 15 日在新德里 Vigyan 

Bhavan 會議中心舉行「技能印度」計

畫揭幕儀式，莫迪總理親率多位內閣

首長出席，並揭示推動該計畫之 4 項

重要計畫，分別為「國家技能發展計

畫 （ N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Mission）」、「2015 年國家技能發展與創

業 政 策 （ National Policy for Skill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5）」、「總理技能發展計畫（Pradhan 

Mantri Kaushal Vikas Yojana）」、「技能貸

款計畫（Skill Loan）」，預定於 2015-16

財政年度輔導 1,200 萬人次接受技能培

訓課程，並於 2022 年前達到培訓 4 億

人次之目標。 

上述各項計畫之具體作法包括（一）

啟發技能培訓意識及強化發展環境；

（二）與州政府合作於大專院校提供

技能培訓；（三）整合傳統學校教育與

職業訓練機構之培訓課程；（四）透過

公私協力模式廣設技術培訓機構；

（五）鼓勵產學建教合作及制定培訓

課程標準；（六）設立勞動市場資訊系

統；（七）建立全國性之創業輔導資訊

平台；（八）提供個人 5,000 至 150,000

盧比之貸款額度參加技能培訓課程。 

「技能印度」係莫迪總理繼推動「在

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數位印度

（Digital India）」、「智慧城市」後之另

一項指標性政策。 

依印度目前人

口結構，未來

15 年內將有 3

億 6,500 萬人

口投入就業市

場，創造足夠

工作機會及提供具技術水準之勞動力

將是印度經濟成長與社會穩定發展之

關鍵，莫迪總理盼透過技能印度計畫

改善勞動素質及平衡城鄉人力資源，

並進一步發展成為全球人力資本中

心。 

（七） 有關技能印度計畫之詳細資

訊請參考印度技能發展及創業部網

址 www.skilldevelopment.gov.in。（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在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完成

諮商後將面臨進入 TPP 國家市場更多

挑戰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院資深研究

員 Amitendu Palit 在進行之「TPP 與印

度及南亞」研究中指出，印度與南亞

國家之出口在 TPP 達成協議後，將面

臨進入有關國家市場更激烈之競爭， 

TPP 建立之高標準市場開放規範及對

貿易管理與新貿易議題之重視，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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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印度帶來影響。印方雖於今年 4 月

公布之 2015-20 年度外貿政策提及 TPP

之可能衝擊，惟未提出明確因應之

道，印方宜及早檢討 TPP 及其他大型

區域貿易協定強調之「WTO Plus」新

貿易規範與標準，協助國內產業強化

其全球競爭力與比較優勢，並順應進

行國內經貿結構調整及加強區域及多

邊貿易政策理念，避免未來遭各主要

貿易集團邊緣化。 

P 資深研究員表示 TPP 未來將不斷提

出新議題，並扮演全球經貿規範之改

革者，勢將影響目前全球各地進行中

之大型區域經濟協定及雙邊貿易協定

諮商，蔚成新的全球貿易體系。TPP

成員國間將消除 11,000 項產品之進口

關稅，此將影響各成員國之貿易夥伴

與競爭態勢，印度與南亞國家向與 TPP

成員國有密切貿易關係，長期而言，

所受不利影響將漸加深。（駐印度代表

處經濟組） 

印度評估與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印度鑒於全球貿易已朝向區域化模式

發展，為保護其投資與貿易利益，正

積極加速與全球各主要區域貿易體進

行合作及簽訂 FTA，以追求最大政經

利益。由於中亞國家蘊藏大量原油及

天然氣資源，且居於地緣政治與經濟

之關鍵戰略地位，印度已開始評估與

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

爾吉斯、亞美尼亞、塔吉克之歐亞經

濟聯盟簽署 FTA 之可行性。目前印度

亦研議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自由

貿易區（AFTA）、拉丁美洲整合組織

（ALADI）洽簽協定以加速融入各區

域貿易集團。 

印度商工部長 Nirmala Sitharaman 於今

年 6 月中旬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

壇時，已代表印方與 EEU 簽署 FTA 架

構協定，雙方並成立聯合研究小組以

評估簽訂 FTA 之可行性。印度尼赫魯

大學西亞研究中心教授 Aftab Kamal 

Pasha 認為印度應積極思考與 EEU 洽簽

FTA，此係印度強化與歐亞大陸國家經

貿關係之良好契機，有助印方掌握歐

亞區域經濟成長對印度帶來之機會與

挑戰。目前伊朗、埃及、以色列亦評

估與 EEU 洽簽 FTA，越南並已於今年

5 月 29 日與 EEU 簽訂 FTA。（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與加拿大洽談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CEPA）之進展 

今（2015）年 4 月 14-16 日印度總理莫

迪 赴 加 國 訪 問 時 ， 曾 與 加 國 總 理

Stephen Harper 宣示雙方同意加速完成

具「進步、平衡、互利」特色之 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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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擴大雙邊貿易及投資之發展基

礎。目前雙邊談判仍因加國堅持高標

準之服務業市場開放條件而遇瓶頸，

印方表示加國援引服務業貿易協定

（TISA）之標準，要求印度接受凍結

（Standstill）、不倒退（Ratchet）、普遍

最惠國待遇（MFN treatment）等條款，

印方認為將有損國家利益而無法接

受。雙方自 2010 年 11 月起雖經 9 輪諮

商，仍未就市場開放幅度及關稅減讓

模式達成共識。 

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 Biswajit Dhar 指

出外界普遍誤認印度為服務業強國，

事實上印度除在資訊科技與資訊服務

產業具競爭優勢外，其他服務業領域

之競爭力相對不足，故印度與各國洽

談自由貿易協定時對服務業市場開放

多採防衛立場與策略，此亦係印度未

加入 TISA 談判之原因。（駐印度代表

處經濟組） 

印度對世界貿易組織（WTO）杜哈回

合談判及相關議題之立場 

鑒於 WTO 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無法達

成杜哈回合談判工作計畫之共識，印

度 商 工 部 長 Ms. 

Nirmala Sitharaman

日前表示各國應加

速農業品貿易進一

步自由化及工業產

品 擴 大 降 稅 之 談

判，並改變包裹協商

所有杜哈議題之立場，採務實方式聚

焦討論較小範圍之峇里套案（Bali-type 

deal），俾使多邊貿易諮商取得進展。 

印度對相關議題之立場如下： 

貿易便捷化協定：因糧食安全議題公

共儲糧永久解決方案之協商無法取得

進展，印度表示將可能暫緩採認 TFA，

以促 WTO 盡速達成公共儲糧永久解決

方案之共識。 

糧食安全：在公共儲糧永久解決方案

獲得共識前，印度將持續援引和平條

款進行相關補貼。未來印度與中國大

陸將在本議題合作，共同表達開發中

國家之立場，要求成立一特別機制討

論本案，俾及早達成永久解決方案之

共識，並要求已開發國家減少農業補

貼。 

減少扭曲貿易之補貼：印度要求已開

發國家應大幅削減扭曲全球貿易之補

貼，各國並應持續討論本案。 

杜哈回合談判工作計畫：印度要求對

所有議題訂定明確之推動路徑圖與工

作計畫，特別係工業產品之市場進入

與扭曲貿易之補貼議題。 

電子商務：預期美國於今年 12 月 WTO

第 10 屆部長會議將提出電子商務交易

永久豁免關稅之主張，以促進網路貿

易發展；惟印方認為本案仍存許多爭

議，無法於現階段進行討論，印度、

巴西、南非、中國大陸、奈及利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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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均關切若免除電子商務交

易關稅對各國財政造成之損失。 

智財權保護：美國與瑞士為推動其製

藥業之貿易利益，主張與貿易有關之

智財權協定（TRIPS）應納入非違反

WTO 規 範 之 控 訴 （ non-violation 

complaints），惟以秘魯為首之 16 國集

團（包括印度、巴西、中國大陸、印

尼、肯亞、馬來西亞、俄羅斯等）已

向 WTO 表示堅決反對。 

WTO 前副秘書長暨印度國際經濟關係

研究院教授 Anwarul Hoda 認為改變包

裹協商對印度並無妨礙，惟各國須取

得具彈性之諮商模式及降低回合談判

目標之共識，實不易達成，印度目前

應著重要求全球農業貿易進一步自由

化及工業產品進一步降稅，以做為參

與杜哈回合諮商之成果。印度尼赫魯

大學教授 Biswajit Dhar 亦認同印度應

調整多邊談判立場，宜審慎提出需求

清單，以較小套案之方式爭取各國支

持並獲致成果。 

今年 6 月上旬 WTO 舉行印度貿易政策

檢視會議，各國均對印度之高關稅表

達關切，2014-15 年度印度平均進口關

稅為 13%，較 2010-11 年度之 12%更為

提 高 ， 其 中 工 業 產 品 平 均 關 稅 為

9.5%，農產品平均關稅高達 36.4%，多

年來印度皆以降低進口關稅係政治敏

感議題且影響國內產業發展為由，僅

以小幅度降稅回應各國要求。（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對低度開發國家（LDC）開放服務

業市場 

印度內閣於 2015 年 9 月 9 日同意商工

部所提將對 LDC 擴大開放服務業市場

之措施，包括提供市場進入優惠、技

術協助、能力建構等，且將免除 LDC

專業人士申請來印商務及工作簽證之

費用，為期 15 年。印度商工部表示

WTO 於 2011 年舉行第 8 屆部長會議時

已採認豁免條款，同意向 LDC 提供服

務業市場開放優惠及促進其各項專業

服務模式之發展；2013 年第 9 屆部長

會議亦做出建議方法以鼓勵各國加速

協助 LDC 會員，印度將以具體行動實

現上述決議。 

印度目前已對 LDC 提供免稅優惠方案

（Duty Free Tariff Preference Scheme），

對自 LDC 進口之 96%貨品項目免除關

稅，並對 2.2%項目提供優惠關稅稅

率。印度認為此有助強化與 LDC 之經

貿合作關係並可建立主導地位，印方

估計向 LDC 擴大提供免簽證費、提供

人員訓練與技術諮詢協助可能使國庫

損失 6,500 萬盧比收入，然印度可取得

有利之策略合作地位並呼籲 WTO 會員

國跟進，俾利杜哈回合談判獲得實質

進展。 

印度商工部部長 Nirmala Sitharaman 強

調印度協助 LDC 發展國際貿易之作法

係印度履行 WTO 承諾之表現，印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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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將提供 LDC 各會員進入印度之專業

工程服務、整合工程服務、資訊服務、

經營管理諮詢服務（法律服務除外）、

計畫管理服務（營建除外）、旅館服

務、旅遊服務、250 名外語導遊服務（英

語導遊除外）市場之便利與優惠，印

度政府並規劃未來對外提供之技術協

助及能力建構合作計畫應保留 25%予

LDC。 

英國貿易暨投資部部長 Francis Maude

爵士於上周訪問新德里及孟買，並與

印度商工部 S 部長舉行會談，雙方就

WTO 杜哈回合談判議題、印度經濟改

革、便利經商環境、開放外資等交換

意見，並同意推動金融技術合作（Fin 

tech20 India）計畫，以提供印度金融服

務業發展所需之資訊科技整合方案，

雙方於第一階段將推動金融科技城市

（Fin TechCity）結盟及挑選印度 20 家

金融科技創新事業建立合作平台，盼

於 2016 年時可擴大至 50 家創新企業之

規模。（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2014-15 財政年度印度累計外人直接投

資（FDI）金額成長 27% 

依據印度商工部統計，印度於 2014-15

財政年度（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

FDI 共 流 入 309.31 億 美 元 ， 較 上

（2013-14）年度成長 27%，其中以服

務業部門吸引 32.5 億美元為最，占整

體 FDI 比重 17%，服務業涵蓋領域包

括金融、保險、研發、物流、企業流

程外包、檢測實驗室等。其次吸引 FDI

之產業領域依序為電信（28.9 億美

元）、貿易（27.6 億美元）、車輛及零組

件（25.7 億美元）、電腦軟硬體（22 億

美元）、醫藥生技（15.2 億美元）。 

2014-15 財政年度印度各州吸引 FDI 之

前 五 名 為 Delhi （ 68.7 億 美 元 ）、

Maharashtra（63.6 億美元）、Tamil Nadu

（38.1 億美元）、Bangalore（34.4 億美

元）、Gujarat（15.31 億美元）；前五大

FDI 來源國為模里西斯（90.3 億美元）、

新加坡（67.4 億美元）、荷蘭（34.3 億

美元）、日本（20.8 億美元）、美國（18.2

億美元）。依印方統計，我國自 2000

年至 2015 年 3 月累計對印度投資 9,100

萬美元，排名第 43，佔印度整體 FDI

比重為 0.04%。 

自印度 2014 年 9 月起推動「在印度製

造（Make in India）」政策並陸續推出實

際改善經商便利度、投資環境、鬆綁

投資限制等作法後，各界對印度之投

資信心已漸恢復，但迄今尚未明顯帶

動製造部門大幅成長，另土地法（Land 

Bill）、商品及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改革法案能否順利通過將攸關未

來 FDI 之持續增長。（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儲備銀行宣佈調降基準利率 0.5% 

印度儲行於今（2015）年 9 月 29 日宣

佈降息 2 碼，將回購利率（Repo Rate）

自 7.25%下調至 6.75%，逆回購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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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Repo Rate）自 6.25%下調至

5.75%，現金存款準備率（Cash Reverse 

Ratio）維持 4%不變。印度儲行今年 1，

3 ， 6 月 已 三 度 降 息 ， 每 次 幅 度 為

0.25%，鑒於今年 8 月印度零售物價指

數通膨率續降至 3.66%，躉售物價指數

通膨率降至-4.95%，均為歷史新低，儲

行此次第 4 度降息幅度超過市場預

期，亦為 2009 年來單次最大降息幅度。 

儲行總裁 Raghuram Rajan 表示為提振

印度經濟發展，並因應全球大宗商品

價格走低、匯率劇烈波動、新興市場

需求減緩情勢，印度須適度刺激國內

需求，並保持富彈性之貨幣政策及確

實掌控景氣與通膨變化趨向。另印度

正加速進行財經改革，由於印度借貸

成本為亞洲最高，政府已多次宣稱將

降低國內融資成本，在大宗商品價格

及通膨指數均持續維持低檔之際，儲

行須適度降息以為因應。 

R 總裁表示儲

行正致力達成

於 2016 年 1 月

前將通膨率控

制於 6%以內，

並於 2017 年 3 月前降至 5%，2018 年

前降至 4%之政策目標，此次大幅降息

主因目前通膨率已獲控制，儲行並調

降預測 2016 年 1 月之通膨率為 5.8%及

2015-16 財 政 年 度 之 經 濟 成 長 率 為

7.4%。鑒於通膨目標、貨幣政策、結

構性改革與企業生產力等均攸關未來

經濟可否持續成長，儲行須因應近來

印度企業投資活動減弱之現象，適度

藉寬鬆措施以提振經濟，同時國際大

宗商品價格下跌已減輕印度發生輸入

型通貨膨脹之壓力，盼本次降息可產

生循環擴張效果，帶動不動產、汽車

及企業融貸市場利率調降，活絡經濟

發展。外界認為儲行此次降息有助印

度政府之財經政策執行及經濟改革，

同時提振消費者及投資人信心。（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政府再度調高鋼條及扁軋鋼捲之

進口關稅 2.5%事 

2015 年 8 月 12 日中國大陸人民銀行調

降人民幣兌美元之匯率 1.9%，係 1994

年來人民幣單日最大下調幅度，引發

數日來人民幣持續貶值達 4.66%，期藉

以刺激出口並振興經濟。此舉引發有

關國家之貨幣連動貶值，印度盧比亦

跌至 2 個月來之低點（65.2 盧比兌 1

美元）。印度為抑制中方及外國廉價鋼

品進口及保護國內產業，再度調高鋼

條及扁軋鋼捲之進口關稅 2.5%。扁軋

鋼捲之進口關稅自 10%調增為 12.5%，

鋼條之進口關稅自 7.5%調增至 10%。 

今年 4-6 月印度進口鋼品數量較上一

季成長 57%，其中 25%係來自中國大

陸；同期間自日本、韓國之進口量分

別較上一季增加 100%及 50%，印度鋼

鐵業者面臨外國產品大量輸入及國內

生產成本高昂之雙重衝擊，競爭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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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減弱，疾呼政府調高進口關稅以因

應嚴峻情勢。 

中國大陸係印度鋼品之主要競爭對

手，今年 1-7 月中方共輸出 6,210 萬公

噸鋼品，人民幣大幅貶值將使中方產

品在國際市場更具價格優勢，為避免

更多中方鋼品輸入印度衝擊市場，印

度業者對政府再次調高進口鋼品關稅

表示歡迎，惟仍呼籲政府應積極採行

貿易救濟措施以保護國內業者與市

場。 

迄今年 8 月 17 日止，印度已對自中國

大陸、韓國、馬來西亞、歐盟、南非

及我國進口之熱軋鋼捲課徵每公噸

165.32~1130.28 美元之反傾銷稅，並對

自中國大陸、我國、歐盟、南非、韓

國 進 口 之 冷 軋 鋼 捲 課 徵 每 公 噸

12.74~2254.69 美元之反傾銷稅。 

此次印度除提高鋼條及扁軋鋼捲之進

口關稅 2.5%外，並同步調升其他卑金

屬如銅、鎳、鋁、鉛、鋅、錫之進口

關稅 2.5%，印度相關上游及主要生產

業者雖獲益，但下游及二階業者則面

臨生產成本上漲之壓力。印度冷軋鋼

廠同業公會執行長 S. C. Mathur 認為近

年外國廉價鋼品得以進入印度市場，

主因全球鐵礦價格下滑 60%及其他原

物料如焦煤之價格下跌 35%使鋼品生

產成本降低所致，不應歸咎於外國產

品傾銷；若藉提高進口關稅以保護國

內鋼鐵產業，將對整體製造業帶來負

面影響，促使未來更多廉價之國外產

品輸入印度市場。（駐印度代表處經濟

組） 

印度鋼鐵部表示可能以增加課徵反傾

銷稅及持續調高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

鋼鐵產業 

印度鋼鐵與礦業部長 Narendra Singh 

Tomar 上周表示將協助國內鋼鐵業者

因應外國鋼品大規模傾銷印度市場之

態勢，鋼鐵部目前密切與財政部、商

工部研議有關自由貿易協定（與日、

韓二國）對印度鋼鐵業之衝擊及中國

大陸與韓國以廉價鋼品傾銷印度之情

形，將盡速於適當時機進一步採取調

高關稅、增加反傾銷稅、進行防衛措

施調查等以保護產業發展。 

印 度 係 全 球 第 3 大 鋼 鐵 生 產 國 ， 

2014-15 財政年度共進口不鏽鋼 55 萬

公噸（591 億 8,900 萬盧比，約 9 億 1,060

萬美元），較 2013-14 財政年度之 37 萬

公噸（480 億 1,900 萬盧比，約 7 億 3,875

萬美元）增加 49%。印度鋼鐵業者近

月來已數度呼籲政府應重新檢討對外

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將鋼鐵產品自

降稅清單移除。目前印度對自中國大

陸、韓國、馬來西亞、歐盟、南非及

我 國 進 口 之 熱 軋 鋼 捲 課 徵 每 公 噸

165.32~1130.28 美元不等之反傾銷稅

（我國產品每公噸遭課 432.44~683.95

美元），並對自中國大陸、我國、歐盟、

南非、韓國進口之冷軋鋼捲課徵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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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12.74~2254.69 美元不等之反傾銷稅

（我國產品每公噸遭課 138.05~2254.69

美元）。另印度對進口之無縫鋼管自

2014 年 8 月 13 日起採取為期 2 年又 6

個月之防衛措施，分別課徵 20%、

10%、5%之從價稅。（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今年 6 月份及 2015-16 財政年度第

1 季(2015 年 4-6 月)對外貿易情形 

依印度商工部統計，今年 6 月份印度

出口額 222.89 億美元，較上(2014)年同

期之 264.79 億美元減少 15.82%；進口

額 331.1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之 382.42

億美元減少 16.52%；貿易逆差為 104.0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逆差 112.35 億美

元減少 7.97%。 

印度儲備銀行亦統計今年 4 月份印度

服務業出口額為 130.12 億美元，進口

額為 73.24 億美元，服務業為印度帶來

56.88 億美元順差，惟亦較上(3)月份 62

億美元順差減少 9%。另由於外資持續

退出印度市場，今年 6 月份盧比價格

已貶至 1 美元兌 64 盧比，係自 2013

年 9 月以來最低。 

2014-15 財 政 年 度 印 度 出 口 總 額

3,105.72 億美元、進口總額 4,480.44 億

美元、貿易逆差 1,374.72 億美元，分別

較上年度減少 1.22%、0.48%、0.99%。

前 10 大出口地區分別為美國、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香港、中國大陸、沙烏

地阿拉伯、新加坡、英國、德國、斯

里蘭卡及孟加拉，前 10 大進口來源分

別為中國大陸、沙烏地阿拉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瑞士、美國、印尼、

卡達、伊拉克、奈及利亞及韓國。其

中印度對中國大陸出口 119.36 億美

元，進口 604.09 億美元，貿易逆差

484.73 億美元，與上年度相較分別減少

19.49%外、增加 18.37%、增加 33.86%，

中國大陸係印度最大之貿易逆差來

源，佔印度整體逆差之 35.26%。 

依印方統計，2014-15 年度印度對我出

口額 21.79 億美元，佔印度出口總額

0.7%，為印度第 37 大出口市場；自我

進口額 40.31 億美元，佔印度進口總額

0.89%，係印度第 30 大進口來源；我國

為印度第 35 大貿易夥伴，我方享 18.52

億美元順差。另依我國統計，2014-15

年度我國對印度出口額 33.92 億美元，

自印度進口 22.55 億美元，我國有 11.37

億美元順差，印度係我國第 19 大貿易

夥伴。（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 2015 年 7 月份進出口持續衰退及

通貨膨脹指數持續走跌 

依印度商工部統計，今年 7 月份印度

出口額 231.37 億美元，較上(2014)年同

期之 257.92 億美元減少 10.3%；進口額

359.49 億美元，亦較上年同期之 400.68

億美元減少 10.28%，累計 2015-16 財政

年度前 4 個月(2015 年 4-7 月)出口額為

898.28 億 美 元 ， 較 上 年 度 同 期 之

1,057.26 億美元減少 15.04%；累計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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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 1,348.66 億美元，較上年度同期之

1532.75 億美元減少 12.01%；累計貿易

逆差為 450.38 億美元，較上年度同期

逆差額 475.49 億美元減少 5.28%。 

據印度中央統計局與儲備銀行統計，

今年 7 月份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計算之

通貨膨脹率為 3.8%，已較 6 月份之高

點 5.4%下降甚多；7 月份躉售物價指

數之通膨率為-4.05%，自 2014 年 11 月

起已連續 9 個月為負值且持續走低；7

月份油品之通膨率為-12.48%；另 6 月

份工業生產指數為 178.5，係 4 個月來

之高點，較上年同期成長 3.8%，6 月

份製造業生產指數為 188.4，亦較上年

同期成長 3.6%，總體經濟指標呈穩定

狀態。 

依印度儲備銀行統計，今年 6 月份印

度服務業出口額為 127.65 億美元，進

口額為 75.22 億美元，服務業帶來 52.43

億美元順差。另近期因人民幣及其他

亞洲貨幣競相貶值，印度盧比亦於 8

月 21 日下跌至 1 美元兌 65.83 盧比低

點，預期將有助增加出口並改善貿易

赤字。業界普遍認為通膨持續下降應

有助儲行做出降息決定，以振興出口

及經濟成長，惟印度儲行暫維持利率

7.25%及存款準備率 4%之水準不變，

將於今年 9 月 29 日下次理事會議時視

國內外經濟情勢再做考量。（駐印度代

表處經濟組） 

印度綠色產業與市場介紹 

簡介 

能源或電力是基礎建設中很重要的一

部份，它們會影響到國家的經濟成長

和人民福利。開發足夠的基礎建設對

印度的經濟成長是不可或缺的。 

印度的電力是世界上最多樣化的國家

之一。發電範圍從傳統的煤、褐煤、

天然氣、油、水力和核電，還有其他

來源如風能、太陽能，以及生質能等。

印度國內對電力的需求快速增加，為

了滿足需求，在國內建造大規模的發

電裝置是必須的。 

印度是第一個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建立

非傳統能源部的國家。今年初印度政

府成立再生能源部（MNRE），宣示大

力發展再生能源的決心，並規劃 2022

年時在全國安裝 100GW 太陽能的目

標。 

目前印度累計下來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量（不包含大型水力發電）已達到

33.8GW，其中 66%是來自風能，而太

陽能光伏發電貢獻了近 4.59%，還有小

型的水力發電。 

市場規模 

印度能源部長 Piyush Goyal 去年誓言

要在 2019 年底以前，讓所有印度人都

能 享 有 全 天  24 小 時 的 電 力 服 務

(Power for All)。印度計畫推動 1 千億

美元的投資案，將太陽能發電產能從

目 前 的  4GW 提 高 至  2022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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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W。 

印度目前有超過半數的電力是來自火

力發電，據估計現在仍有高達 4 億名

印度人遭受無電可用之苦。印度的能

源需求強勁，2014 年新增太陽能裝機

量 超 過 了 800MW ， 根 據 諮 詢 機 構

《Bridge to India》預測，印度今年新增

的太陽能發電產能為 2.7 GW，將比去

年成長 250%，預計會超越德國 (2.5 

GW) ，僅次於中、日、美、英四國，

晉升為全球前五大太陽能市場。 

印度目前共有 4.1GW 的太陽能安裝

量，過去三年平均每年新增 1GW 上

下；但今年前四個月已有 1GW 的設備

投 產 ， 預 計 今 年 的 總 需 求 會 達 到

3GW。此數字將在印度政府對再生能

源的大力支持下逐年遞增，未來三年

內可望成長為全球最大市場之一，其

潛力不容小覷。 

規畫委員會第 12 期計劃預期國內生產

油量在 2016-17 年間達到約 6.7 億噸，

在 2021-22 年間則能有 8.44 億噸油量。

根據 2014 年英國石油業龍頭 BP 的能

源展望報告，到了 2030-35 年左右，印

度對能源的需求將會是所有國家中最

高的。 

小型和微型水電站為印度難以接入電

網系統的偏遠地區和山區提供了能源

解決方案。小型水電是最便宜和最具

吸引力的可再生能源之一，截至 2014

年 4 月為止，水電的產能是 40.5GW。 

印度的風能市場預計將吸引投資約 2

千億盧比（約合 31.6 億美元），計劃可

增加 3GW 的風力發電。 

印度政府預估五年後，其清潔能源

（clean energy）市場規模將達 1,600 億

美元（約台幣 5.2 兆元）。 

投資現況 

印度總理莫迪自上任以來即對推動再

生能源發展不遺餘力，至今已有多家

海內外公司投入，近期市場投資如下： 

Adani Group 今年起積極開發印度的

太陽能建設，一月份與 SunEdison 簽署

MOU，將投資 40 億美元，建立一座垂

直一體化的太陽能製造廠，以生產超

低價面板為主，設計發電能力將達

750GW。四月時，還與 Rajasthan 州政

府簽約，規劃合作開發 10GW 的太陽

能電站。除此之外與印度國內公共部

門 Tangedco(Tamil Nadu 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Corporation)簽署了一份合

作協議，將在 Tamil Nadu 州打造一座

648MW 的太陽能園區，價值 454 億盧

比（約 7.15 億美元）。 

近期有報導指出， Adani 集團正與

鴻海、日商 Softbank 展開合作協商，計

劃投資 30 億美元（約台幣 968 億元）

在印度生產太陽能電池廠。其計劃在

2020 年底前，在 Gujarat 州興建產能達

3GW 的太陽能廠。 

今年 6 月，日本 Softbank 已宣布將與

鴻海、印度 Bharti Enterprise 攜手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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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設立一家合資公司「SBG Cleantech 

Limited」，進軍印度太陽能發電市場。

日本 Softbank 董事長孫正義也表示

SBG 計劃在今後 10 年內投下 200 億美

元（約台幣 6,455 億元），目標在印度

興建太陽能發電廠，而鴻海將協助供

應太陽能設備，並打算在印度生產，

響應莫迪的「Make in India」政策。 

在未來十年內，SBG Cleantech 目標至

少要增加 20GW 的太陽能裝機量；其

中，軟銀將投資美金 100 億元並控制新

公司的大部份股權。 

印度 Rajasthan 州政府與國內企業

Essel Group 簽訂協議，雙方將成立

一間新的合資公司 Essel Saurya Urja 

Company of Rajasthan (ESUCRL)，監造

總投資額高達 400 億盧比（約美金 6

億 2,300 萬元），裝機量達 5GW 的一系

列太陽能電站建設。Essel 將負責發電

站的融資、技術、運營管理，所需土

地則由 Rajasthan 州政府提供。Essel 日

前也與晶澳太陽能發起合作，將在印

度成立太陽能電池與模組的生產製造

基地。此外，Essel 還與五間德商公司

簽約，在印度發展綠能與智慧城市。 

今年五月，全球太陽能一線大廠天合

光能與 Welspun Energy 簽訂了合作備

忘錄，將投資 5 億美元擬在印度建設

1GW 電池廠、1GW 模組廠，並運用天

合光能的經驗與資源在印度成立太陽

能產業園區，該廠的產品將用於出貨

歐、美。 

全球私募股權投資（PE）基金，將

投入 2.3 億美元打造一個印度的可再

生能源的平台公司─ Ostro 能源，而

Ostro 能源的第一個專案項目則是在

Rajasthan 州的 Tejuva 設立 50.4 照瓦的

風力發電廠。 

Reliance Power 公司跟 Rajasthan 州政

府協調未來 10 年內開發 6GW 的太陽

能發電廠專案，並與印度最大的國營

電力公司（NTPC）簽訂了 25 年的購電

協議。 

SunEdison 已與 Karnataka 州政府簽署

一份協議，將在五年期間建設 5GW 無

補貼的風能和太陽能，到 2016 年 12

月底預計有 1-1.5GW。 

印度最大的太陽能模組製造商之一

Waaree Energies 也宣佈在未來，其產能

將從原來的 500MW 擴張到 1GW。

Bharat Heavy Electricals 公司在馬哈拉

施特拉州的 500MW 一體化太陽能製造

廠也將擴產，目前正在融資中。 

美商 First Solar 的 CEO Jim Hughes 日

前也表示到 2019 年，將致力開發印度

5GW 的太陽能專案。 

印度國家主導的電力公司 SJVN 日前

在網站聲明中證實與 Hindustan Salts 達

成協議，將在 Hindustan Salts 持有的一

塊鹽田上開發一座 4.2GW 再生能源園

區，預計第一階段成本高達 650 億盧比

(約 10.5 億美元)。  

http://www.esse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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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 集團計畫在 Punjab 州投入 60

億盧比（US $ 1,111 萬美元），開發太

陽能發電廠專案。 

Inox 風力發電公司，在 Gujarat 州投

入 20 億盧比（US $ 3,333 萬美元）計

劃將其產能翻倍，達到 1.6GW。 

政府政策 

太陽能產業 

印度的能源需求強勁，2014 年新增太

陽能裝機量超過了 800MW，2015 年預

計將超過 2GW。印度政府已陸續宣布

政策與計劃來推動太陽能，例如與外

資合作成立大型太陽能園區，與德國

KfW 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

等進行利率補貼計畫合作。目前，

Rajasthan 州的裝機量是全印最高，

Gujarat 州與 Madhya Pradesh 州緊追在

後。 

根據印度政府草擬的政策內容，官方

打算推出以美元計價的太陽能發電電

費來吸引外資進駐，使用美元計價不

但可克服匯率避險成本問題、美元債

券殖利率(4-5%)低於印度盧比計價債

券 (12-14%) 也是一大誘因。 

最初，印度政府計畫到 2020 年裝機量

達 22GW，如今目標已增加了快 5 倍來

到 100GW，其中包括 20GW 的超大型

太陽能發電專案。100GW 中，有 40GW

為公共事業級專案，40GW 為屋頂型專

案，其餘 20GW 則用於創業計畫。在

創業計畫中，中央政府會提供一筆撥

款給失業青年與農民，協助他們建設

1MW 的電站。印度總理莫迪(莫迪)為

實現此目標，提出在印度 12 個州建設

超過 500MW 的太陽能專案，並計畫在

未來 5 年內建造 25 個太陽能園區，裝

機量共 25GW，屆時太陽能發電將佔全

國總發電量的 10%以上。 

印度鐵路部也宣佈未來 5 年內，將在

鐵路部持有的土地和屋頂上建設 1GW

的太陽能電站。印度是個相當仰賴火

車運輸的國家，因此希望藉由發展太

陽能火車技術來減少柴油燃料的使

用。英國《每日郵報》報導，印度政

府目前正在進行實驗，於火車車頂架

設太陽能面板，提供火車內的各項電

力需求，並可降低 200 公噸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2015 年 Madhya Pradesh 州公布其計畫

建一座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電站，該電

站占地面積 1500 公頃，裝機容量

750MW，計畫將於 2017 年 3 月開始發

電。美商 SunEdison 於 6 月 30 日宣佈，

在 Madhya Pradesh 州建設的 50MW 光

伏電站“Dammakhedi”已開始運轉，

並設置單軸追蹤型光伏發電系統，據

稱是 Madhya Pradesh 州首次採用追蹤

型系統。 

風力發電 

印度正朝著世界最大風電生産商的方

向發展。根據《印度風能展望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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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印度風電裝機容量預計將

達 89GW，每年將吸引 119.5 億歐元投

資。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為止，印度

風力發電的裝機容量為 23.76GW，居

世界第五。 

風 電 設 備 主 要 分 佈 在 Tamil 

Nadu、 Maharashtra 、 Gujarat、Karnataka、

Rajasthan 、 Madhya Pradesh 、 Andhra 

Pradesh、 Kerala 、West Bengal 等州。 

Tamil Nadu 州的風力發電產量占全印

度 35%，該州政府對其相當重視，成

立 專 職 機 構 Tamil Nadu Energy 

Development Agency (TEDA)來發展風

力發電廠，同時在 Tamil Nadu 州的

Muppandal 風 力 發 電 廠 總 容 量 為

1.5GW，居全印度之冠。 

Maharashtra 州的風力發電產能，僅次

於 Tamil Nadu 州，印度主要的風力發

電 製 造 商

Suzlon、  Vestas、 Gamesa、 Regen、 Leitner 

Shriram 皆已在此州投產、建設。 

 Gujarat 州政府的官方數據顯示，風電

產能在過去六年間，成長了 10 倍。 

成長動力 

 印 度 政 府 成 立 再 生 能 源 部

（MNRE），致力於可再生能源的開發

及推廣，還提出許多獎勵和補貼措施

來促進其發展，除了允許可再生能源

領域 100%的外國直接投資之外，從 

2012 年 4 月 1 日開始，允許第一年 35%

的加速折舊，其中正常折舊為 15%，

電力領域項目允許額外的 20%折舊。 

太陽能電力成本持續下降，將成為價

格最低的電力來源，預測到 2026 年

時，世界大部分地區「公用事業規模」

的太陽能電力將具有競爭力。預測到

2023 年之前，風力電場將比興建天然

氣發電廠便宜，到 2036 年時太陽能電

力也將比天然氣電廠便宜。隨著海外

各國的太陽能雙反案此起彼落，印度

也因其自身優勢而被當成海外製造基

地的一個落腳點，在印度設廠的可能

性將大幅提升。 

印度政府自今年起積極對外招商，除

建造太陽能發電站之外，也鼓勵海外

公司到印度本土成立生產基地。2015

年至今已有天合光能、協鑫集團、晶

澳、富士康與軟銀、SunEdison、東方

日昇等跨國公司宣布透過投資電站、

成立太陽能園區、建立生產基地或者

與印度當地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等方式

投入印度市場。 

由安永全球組織(Ernst&Young Global)

所發佈對再生能源投資者具有吸引力

的國家最新排名中，印度超越加拿

大，從第六位爬升至第五位，其中最

有吸引力的一點，就是太陽能發展計

畫。安永表示，印度的進步是由於「在

國家和州層面重要的政策、專案及投

資活動」。印度能源部長 Piyush Goyal

表示，該國有雄心到 2019 年成為世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mil_Nad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mil_Nad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harasht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jar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natak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jasth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dhya_Prades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hra_Prades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hra_Prades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ral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st_Beng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mil_Nad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mil_Nad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harasht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mil_Nad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ja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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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吸引力的再生能源市場。 

結論 

在風能與太陽能帶動下，彭博新能源

財經預期至  2040 年所有可再生能

源，含風能、太陽能、生質能、水力、

地熱，將佔全球總發電容量的 46%，

其中風能與太陽能共佔 30%，預測未

來 25 年全球新電力產能的投資中，有

三分之二（約 8 兆美元）將投入再生

能源。 

印度是第四大石油進口和第六大液化

天然氣和石油產品進口國。隨著增加

使用國內的再生資源，將能減少印度

對進口昂貴化石燃料的依賴。 

印度當地日照資源豐沛，被視為最適

合發展太陽能的國家之一。經積極推

動，迄今已有 3.7GW 太陽能系統已建

或已申請成功，未來可望成為全球主

要市場之一。 

莫迪政府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考慮

到 2017 年太陽能有望降至和其他常

態能源同樣價格水準，希望利用太陽

能成本下降來解決印度電力長期短缺

的問題。據彭博社報導，莫迪政府新

公 佈 的 的  RE-Invest 計 劃 顯 示 ， 到 

2022 年，印度將實現清潔能源裝機規

模 170 GW，再生能源佔比將從目前的 

6% 提高至 15%。(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駐孟買辦事處) 

印度電動車市場概況介紹 

簡介 

根據英國產研機構 BCC Research 在今

年(2015)3 月的報告顯示，2014 年的全

球電動車市場產值成長了 24.5%，從

2013 年的 586 億美元成長到 730 億，

預測在 2019 年以前全球電動車市場產

值將達 1,098 億美元，分析中指出，儘

管油價下跌可能阻礙電動車市場發

展，整體而言市場仍有成長空間。 

電動車市場發展的主要障礙，包括高

技術成本、各大城市之充電建設不

足，以及近來油價屢創新低等，儘管

如此，BCC Research 仍預測 2014 年到

2019 年之間，電動車市場的年複合成

長率可達 8.5%，其中技術純熟以及政

策利多都是有助於電動車產業發展的

因素。 

2014 年全球市場共銷售 353,522 輛電動

車，同期成長 56.78%。其中，電動乘

用車 323,864 輛，占比 91.61%；電動客

車 及 電 動 專 用 車 29,658 輛 ， 占 比

8.39% ， 以 動 力 來 源 分 類 ， 2014 年

353,522 輛電動車的總銷量中，純電動

車(BEV)有 219,406 輛，占比 62.06%；

插電式油電混合車(PHEV)134,116 輛，

占比 37.94%。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國

家和地區，BEV 的銷量均明顯高於

PHEV，全球電動汽車市場的發展大致

存在著這樣一條規律：車用動力電池

價格每下降 10%，電動汽車銷量就會

增長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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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美、日、加拿大、澳洲、紐西

蘭等國家是主要的電動車市場，印度

則處於萌芽階段，印度國內兩大車廠

Tata、Mahindra 皆有推出新型電動車，

但印度街頭電動車並不普及，多數汽

車仍使用石油及瓦斯。 

印度電動車市場概況 

印度目前的電動車市場非常小，雖然

有不同類型的 E2Ws（摩托車和自行

車）、E4Ws（電動汽車）和電動巴士，

但電動車的整體占比卻是微不足道

的。 

21 世紀初 Reva 電動車公司在印度推出

的第一款電動車 Reva，目前仍繼續售

出一些。Reva 公司透過先進的技術打

造出經濟實惠的電動車，並在 2001 年

的印度和 2004 年的倫敦推出第一款車

型。公司後來被大型的印度汽車公司

收購，並在 2013 年推出改裝後車款。

Toyota 在 2010 年於印度市場推出 Prius

油電混合車，接著又在 2013 年推出

Camry 油電混合車。印度 Banerjee 和

Tata 汽車公司分別在 2013 年和 2012 年

也宣布它們在短期至中期的電動車計

畫。 

目前油電混合車和電動巴士已嘗試在

部分的城市中推行，最近，日益普及

的電動三輪車逐漸可替代傳統三輪車

（黃包車）和人力車，光在德里就有

就有超過 10 萬輛的電動三輪車，為了

規範使用和安全考量，政府在 2014 年

已修訂了機動車輛法規。 

電動車分類 

1. 純電動車(BEV) 

純電動車(Battery only Electric Vehicle, 

簡稱 BEV)，又稱電瓶車、電池電動車，

是指以事前已充滿電的蓄電池（大容

量電瓶）供電給電動機，由電動機推

動的車輛，而電池的電量由外部電源

補充，媒體常簡稱作電動車，故常與

其他以電力推動的車輛（如無軌電

車、電動自行車）混淆。由於不會在

路面排放廢氣，因此不會污染路面的

空氣，但這不代表電動車必定不會產

生污染或排碳，在產生電力給純電用

車的過程中，視發電方式而會有不同

程度的污染及碳排放；在製造過程，

純電動車產生的碳排放量也較多。 

2. 油電混合車(HEV) 

油電混合車是使用兩種或以上的能量

來源驅動的車輛，而驅動系統可以有

一套或多套。常用的能量來源有燃

油、電池、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

壓縮氣體等，而常用的驅動系統包含

內燃機、電動機、渦輪機等技術。 

使用燃油驅動內燃機加上電池驅動電

動機的混合動力車稱為油電混合車

(Hybrid electric vehicle，簡稱 HEV)，目

前市面上的混合動力車多屬此種。油

電混合車普遍比同型純內燃機車輛有

更好的燃油效率及加速表現，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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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環保的選擇，而缺點在於售價較

高、動力系統占用空間較大、電池的

壽命受限等。 

3. 插電式油電混合車 (PHEV) 

近年來，有些車輛能夠透過充電站或

家用充電設備從輸電網路為車輛電池

充 電 ， 被 稱 作 插 電 式 油 電 混 合 車

(Plug-in HEV，簡稱 PHEV)，如果電網

中的發電廠使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

量低的發電方法或採取電力離峰時間

充電，那就可以進一步降低車輛的碳

排放。 

PHEV 跟 HEV 很像，但它們對電池組

和電力能源的依賴明顯更多。因為這

點，PHEV 使用相對於鎳氫電池來說，

體積小、重量輕、功能更加強大的鋰

離子電池組。 

PHEV 具有以下三種運作模式： 

全電動模式─其運作方式就像全電

動汽車。 

混合模式─大部分使用電池組，不過

仍依靠內燃機作為補充能源。 

電能維持模式─當電池的電壓已下

降到放電(DOD, depth of discharge)的指

定深度，行車就會啟動內燃機，同時

保持電池組在持續的充電狀態。 

近期趨勢 

某些汽車製造商體認到市場對清潔能

源的汽車需求越來越大，也積極著手

在車輛和電池的創新，以維持其新興

市場的競爭力。現代電動車經歷了明

顯的改善和 E4Ws 的情況下，幾乎每一

個主要的全球汽車製造商在近幾年都

推出了全電動或混合動力車。不久的

將來，創新可望改變電動車面貌，這

些創新包括先進技術與高性能電池所

帶來的優良表現。 

雖然目前銷售量還沒辦法達到汽車製

造商的期待，但隨著燃料價格居高不

下，越來越多消費者開始尋求替代

品，市場也逐漸擴大。透過預期未來

電動車市場會擴大的鼓舞，製造商有

望大幅降低生產費用。電動車技術的

領先者 Tesla Motors 與競爭對手分享專

利，希望能加速電動車的發展和帶動

其產業。 

印度政府的電動車發展方案 

2014 年印度政府通過一項 23 億美元的

電動車產業振興計畫(National Electric 

Mobility Mission Plan 2020, NEMMP 

2020)，來加強採用更環保、更無污染

的車輛，印度政府過去對電動車的銷

售補貼相當成功，電動車那時銷售量

可超過 10 萬輛(電動車和電動摩托車

一起計算)，但是當印度新暨再生能源

部(MNRE)在 2012 年 3 月停止補貼後，

銷售量便開始下滑， 2013 年的銷售量

更下滑到僅有 2.1 萬輛而已，幾年前，

印度還擁有 65 家電動車製造商，現在

卻只剩 10 家還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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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NEMMP 2020 計畫的落實，印度

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採用電動車技術的

領導者，印度製造商可以將國家轉型

為電動車的出口樞紐國，而不是成為

中國次等產品的傾銷地。 

印度業界呼應了政府在 NEMMP 計畫

所呈現的觀點：在印度，電動車的製

造是一項可以提供經濟成長、優質工

作並改善環境的投資，預計 NEMMP

計畫的目標是在 2020 年有 6 到 7 百萬

輛電動車上路，而其中 4 到 5 百萬輛

為二輪車，這可以在 2020 年節省超過

200 萬噸燃料的使用。 

印度政府將通過推出各項優惠支持措

施來推行上述計畫，幫助消費者接受

此技術，因為電動汽車技術目前的價

格水平較高，從而致使許多消費者尚

未接受電動汽車。另外，印度政府還

將尋求建立完善的電動汽車充電基礎

設施。印度政府將為上述計劃投資 36

億美元至 41 億美元，在未來 5-6 年時

間裡，印度政府將提供 22 億美元至 25

億美元的資金。 

未來遠景 

印度的電動車市場仍未成熟，預計到

2017 年，電動車的目標是占有印度汽

車市場的 5%或擁有 17 萬 5 千輛車的銷

售量，而在 2020 年的全球汽車市場上

可望達到 2 千萬輛。 

電動車的市場滲透率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石油價格，這已被列為是用戶轉換

到電動車的主要原因。以下是推測全

球各類型電動車的可能情形： 

HEV─不論 2020 年的油價如何，有望

達到 3 百萬台的年度銷售量。 

PHEV─如果石油價格到達每桶 200 美

元，將能達到 HEV 市場占比。 

BEV─即使油價將達到一桶 200 美

元，純電動車的市場份額有可能是最

小的，到 2020 年約有 30 萬台的年度銷

售量。 

如果油價持穩於每桶 70 美元左右，

HEV 將是唯一贏家，如果來到每桶 140

美元的中價位，到 2020 年插電式油電

混合車的銷售量將可望與今日的 HEV

看齊。 

印度主要電動車業者 

1. Ajanta Group 

Ajanta Group 是個多元化發展的集團，

事業體包括:紡織、交通運輸、建築設

備和機械，旗下的 Oreva 品牌主要從事

LED、電動車等綠能產品的製造與販

售。 

2. Hero Motor Corp 

Hero Motor Corp 前身是 Hero Honda 公

司，目前是印度最大的摩托車製造

商 ， 市 佔 率 超 過 46% ， 近 年 來 以

heroelectric 品牌銷售電動機車、三輪

車、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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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hindra & Mahindra 

總 部 設 在 孟 買 的 的 Mahindra & 

Mahindra 集團，本身就是印度的大型

汽車製造商，近年來推出多款「e2o 

vehicle」電動汽車在印度市面上銷售，

且售價不超過 100 萬盧比(約新台幣 50

萬元)，同時也生產電動三輪車、機車，

該公司踏入電動車市場就是著眼於未

來。 

4. Tara International 

Tara International 看好電動車(EV)的市

場潛力，從 2008 年來一直專注於電動

車(EV)的研發，專門生產電動汽車，三

輪車，機車及巴士。 

5. Tata Motors 

塔 塔 汽 車 公 司 (Tata Engineering and 

Locomotive Company, TELCO)是印度的

跨國汽車製造公司，總部設在孟買，

是印度 Tata 集團的子公司。其產品包

括轎車、卡車、貨車、巴士、長途公

車、建築設備和軍用車。從銷售數量

上來看，它是世界第 17 大汽車製造

商，第四大卡車製造商，和第二大公

共汽車製造商。 

結論 

印度目前電動車的發展現況是以兩輪

的電動機車為主，四輪的電動汽車為

輔，而電動機車的元件及電池主要仰

賴中國進口，電動車的價格又比瓦斯

車價格高是市場尚未普及的原因之

一，另外電動車有限的續航里程、充

電距離、充電時間、充電站數量、行

駛時車子半路沒電、電池漏電及印度

當地的基礎建設等問題，都是左右電

動車發展的因素，但近年來印度政府

因應能源價格長期看漲、綠色節能產

業趨勢，推出各項補助方案，電動汽

機車成為印度發展的重點產業，目前

市場雖然尚未普及，但相信未來會有

更多消費者接受電動車。(台北世界貿

易中心駐孟買辦事處) 

美極速食麵風波影響印度食品加工業 

印度食品安全及標準管理局（FSSAI, 

Food Safety & Standards Authority of 

India）因美極(Maggi)速食麵驗出過量

的鉛暨包裝未標示的味精成份，下令

該產品全面回收並禁止銷售。風波以

來，各地食品鑑驗人員分至各大廠查

驗，印度利華生產的 Knorr 中華麵、印

度日清食品的 Top Ramen 及機能飲料

遭受波及。 

美極風波一個月以來，印度速食麵市

場崩盤，消費者不太敢吃速食麵，速

食麵銷售金額由風波前每月的 35 億盧

比，減少為 3 億盧比。另據印度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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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 Assocham 表示，食品加工產業

現面臨食品鑑驗人員查廠不斷騷擾，

恐影響食品加工產業營運暨新的投

資。 

雀巢食品頃就美極風波與印度食品安

全及標準管理局進行訴訟，FSSAI 強調

該局下令該產品全面回收並禁止銷

售，並非倉促行事；FSSAI 另提出美極

包裝標示不符。雀巢則強調美極速食

麵系通過檢驗合法上市，且各州檢驗

機構的檢驗作業不符相關法令，FSSAI

亦無法源依據可要求產品回收暨發出

禁令；風波後，各州實驗室未再於美

極速食麵驗出鉛。 

印度食品暨消費事務部部長 Ram Vilas 

Paswan 表示，該部未就有關爭端向國

家 消 費 者 爭 議 救 濟 委 員 會 (National 

Consumer Dispute Redressal Commission, 

NCDRC)正式提出救濟訴願，該部應該

代消費者提出訴願。雀巢食品原已向

印度最大民營保險公司 ICICI Lombard

購 買 一 般 商 業 責 任 險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policy) 保額 15 億盧比，

可以賠償消費者損失；惟未購買產品

責任險(product liability cover)，需自行

吸收產品回收併銷毀之損失。 

雀巢品牌受網路傳播影響，遭受巨大

損失，亦無法駁正。雀巢食品已回收

並銷毀價值 32 億盧比的美極速食麵，

另 撤 換 瑞 士 籍 董 事 總 經 理 Etienne 

Benet，改由印度籍 Suresh Narayanan 繼

任，以加強公關聯繫。 

印度利華前主席 T Thomas 為文指出，

有關檢驗結果並未出現在其他州或進

口印度美極產品的國家，以過時的法

令、草率誇大負面的隨意打擊一家國

際知名公司，會腐蝕打擊外資的投資

意願。(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

辦事處) 

加爾各答家用電器產品與市場介紹 

前言 

在曼谷往加爾各答的飛機上，曾經出

現過大批單幫客，每人都攜帶大尺寸

電漿電視和牛仔褲，旅客在提領行李

時，往往被這些大批貨物給阻攔。這

股 Hand Carry 大尺寸電漿電視回加爾

各答販售的風氣，因印度政府開始課

徵大尺寸電漿電視的關稅才被遏止。 

早期，一般加爾各答的家庭中，一定

會有彩色電視、DVD Player、懸掛式風

扇。每個家庭中一定會有 3-5 個像家人

一樣的佣人，飯菜每天有專人做、衣

服每天有專人洗燙、地每天有專人

掃，因此電冰箱暨洗衣機是額外配

備，吸塵器市場需求低。 

近年來，隨個人可支配所得續增加、

科技進步、產品價格降低及各大品牌

競逐市場影響，加爾各答中上家庭

中，一定會有大尺寸電漿電視(搭配機

上盒)、電冰箱及冷氣(窗型冷氣多於分

離式冷氣)、濾水器，微波爐、手機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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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是額外配備。 

有關家電購買，消費者多偏好功能完

備、價格便宜及提供分期付款產品；

每年排燈節、開齋節等節慶或雨季的

促銷拍賣期間，多為產品銷售旺季。

近年來，家電業者逐漸減少單一產品

降價促銷力度，改提供套裝產品優

惠，如大尺寸電視與家庭劇院套裝折

價優惠。 

加爾各答消費者購買電器產品在產品

保固期滿後，多會為耐久性消費產品

購買年度維修合約 (Annual Maintains 

Contract, AMC)，在合約期間可得到免

費的電器維修保固。電器產品容易耗

損原因有二：1.因工運抑制了加爾各答

所在西孟加拉州的製造業發展，致該

州發電量超過需求，惟因輸電品質偶

有斷電暨電壓不穩現象，電器產品極

易損壞；2.消費者購買家電產品以價格

為主要考量，國際知名品牌在印度組

裝產品多使用廉價關鍵零組件，如壓

縮機燒壞屢見不鮮。 

加爾各答經濟發展稍微落後於印度其

他地區，具有後來居上之後進發展優

勢。印度各地消費習性雖有些許歧

異，在異中求同，加爾各答家用電器

產品與市場仍與印度整體市場發展趨

勢相仿。 

巿場規模 

印度耐久性消費電子產品未來 5 年，

每年將以 10.51%複合成長率(CAGR)成

長，市場規模由2014-15會計年度的125

億美元，成長為2019-20會計年度的290

億美元，其中都會市場佔 65%。都會

消費者對家電需求已朝非基本需求如

LED 電視、筆記型電腦、分離式冷氣、

美容及健康家電發展，城鄉消費者家

電需求主要為電冰箱暨消費電子產

品。 

預估 2015 年主要家電市場規模為：電

視機 61.8 億美元、洗衣機 12.2 億美元、

冷氣機 9.6 億美元、電冰箱 8.7 億美元。

2020 年主要家電市場規模將為：電視

機 130.5 億美元、洗衣機 26.2 億美元、

冷氣機 23.1 億美元、電冰箱 22.3 億美

元。 

印度整個電子產業市場發展快速，2014

年市場規模達 1,214.8 億美元，預估將

以 21.97%複合成長率(CAGR)成長，至

2020 年，印度整個電子產業市場規模

將超過 4,000 億美元，印度政府正透過

2020 年 新 電 子 產 業 政 策 (2020 New 

Electronic Policy)、電子產業聚落(ESDM)

及印度製造政策(Make In India)鼓勵跨

國企業至印度設廠生產，期提高在印

度生產規模至 1,040 億美元。 

印度國內製造家電比例逐年提高，平

面電視生產量由 2009-10 會計年度的

65 萬台，增加至 2013-14 年的 494 萬

台；洗衣機生產量由 2009-10 會計年度

的 304.9 萬台，增加至 2013-14 年的

342.9 萬台；冷氣機生產量由 2009-10



 24 

會計年度的 145.8 萬台，增加至 2013-14

年的 194.8 萬台；電冰箱生產量由

2009-10 會計年度的 800.1 萬台，增加

至 2013-14 年的 842.1 萬台。 

印度因與日、韓等國簽訂自由貿易協

定，導致在印生產白色家電成本高於

自日、韓等國進口；印度政府亦於 2015

年 1 月將耐久性消費電子產品進口關

稅由 10%條增為 12%，在印度製造有

許多問題，如零組件供應鏈不完備、

罷工不斷、基礎建設影響貨運、電力

供應不穩定等，但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已成不可逆趨勢，特別是未和印

度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國家。 

印度製造所面臨種種問題，在印度北

部德里，印度西部 Ahmedabad 暨孟買，

印度南部的清奈、州家羅爾及海德拉

巴較能克服，東部的加爾各答及其鄰

近地區正努力克服前述狀況暨行政不

彰等困擾，期能吸印外資至加爾各答

設廠。 

臺灣主要競爭國（如日、韓等國）在

印度的表現及行銷策略 

日、韓等國數十年來持續拓銷印度市

場，除在印度設立公司負責生產、銷

售，亦在印度設廠製造產品，並在印

度各地廣設行銷據點。日、韓家電品

牌多年來持續支持印度板球、足球、

羽球及等各項運動，並透過報章、雜

誌及電視廣告強力拓銷，亦在購物中

心等地辦理產品展示促銷活動，已累

積相當品牌知名度暨市場佔有率。 

印度家電市場持續在成長，全世界家

電知名品牌多已投入這個市場，印度

本土品牌也日漸成長茁壯。而隨產品

的趨同暨價格的接近，各品牌由行

消，逐步發展到製造，進一步設立直

營店暨加盟零售通路，多年來由生產

到銷售已成為整體競爭條件。 

以加爾各答來說，各大家電品牌產品

或係自海外進口，或係自印度國內其

他各地工廠運來。惟各大品牌產品銷

售或透過直營店、代理商、大盤商，

產品在直營店、專賣店、小型家電商、

電子商城銷售。 

通路拓銷建議 

產品銷售通路除原有實體通路商外，

網路購物平台結合金流、物流已成為

新的通路。我商可參考小米手機模

式，善用網路購物平台，並加緊建置

自有銷售、維修體系。(台北世界貿易

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加爾各答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介紹 

前言 

加爾各答是印度文化古都，在藝術、

文化上有很悠久的歷史，迄今，加爾

各答仍是弦歌不斷、藝術文化活動處

處，文風之盛，印度 5 位諾貝爾獎得

主，4 位來自加爾各答。所謂富過三代

才懂吃、穿，加爾各答有自己特殊的

飲食，卻還未能成為印度飲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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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各答的流行服飾及配件，也還未

能引領印度的流行文化。 

印度的流行服飾及配件，可以概分為

傳統暨現代兩大類，女性在日常生活

暨婚禮、節日及慶典中，多穿著傳統

沙麗或改良式傳統服飾，男性多在正

式場合穿傳統服飾，社經地位愈高，

穿的傳統服飾都是名家設計縫製。 

因著多元文化，印度

各地區都有其傳統

服飾。身體各部位的

穿著裝扮，都有其傳

統暨宗教習俗上的

意義，主要展現簡單

和奢華(simplicity & opulence)，如印度

沙麗可以是一整塊素樸的布、也可以

是一整匹繡工精美的絲綢，穿戴後，

套上一件又一件的圍巾和首飾，繁複

中展現整體的美。服飾及配件，要能

襯托個人的社會地位、財富及宗教取

向。 

印度的流行服飾及配件產業有很強的

設計能力，可以將印度傳統暨國際流

行趨勢巧妙的結合，產品的創新，加

上多元的材料如羊毛、絲、棉、化纖

等成為印度的流行服飾及配件競爭力

之所在。 

市場規模 

近年來，印度的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

快速成長，2014 年產值超過 670 億美

元，未來幾年將以 11.2%的年複合成長

率成長，預估至 2017 年產值將超過

1,000 億美元，至 2021 年產值將超過

1,410 億美元；出口金額依序為 2014 年

的 400 億美元，2017 年的 650 億美元，

2021 年的 820 億美元。服飾市場規模

將由 2011-12 會計年度的 650 億美元，

成長為 2016-17 會計年度的 1,220 億美

元。 

市場持續成長主要原因包括：1.人口快

速成長，人口每年平均成長 1.8%，由

1980 年的 6 億 9,000 萬人口，成長至目

前的 12 億 4,000 萬人口，2019 年將增

加至 13 億 4,000 萬人口；2.可支配所得

增加，由 2001 年每人年平均所得 500

美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1,700 美元；

3.流行資訊取得容易；4.都會人口持續

增加；5.有組織通路商(organized retailer)

將通路拓展至 2-3 級城鎮；6.網路購物

方便。 

2004-08 年間，現代西服開始為年輕人

暨上班族接受，孟買成為印度服飾及

配件流行先驅。加爾各答經濟發展較

慢，目前在東印度最大的購物中心

South City Mall 中，各式各樣的流行服

飾，台商眷屬表示還沒有 2008 年在孟

買的式樣新穎、漂亮，售價多在 1,000

至 3,000 盧比，印度東部消費者因可支

配所得較低，強調的是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對潮流較不追求。 

在加爾各答最熱鬧的 New Market，路

邊攤一件 100 盧比左右的圓領衫，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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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圖案，創意無限；一般商店

的平價印度傳統服飾、改良式印度傳

統服飾及西服吸引另類消費者。 

在專賣店，一家公司整棟大樓只賣量

身訂做的手工沙麗；在加爾各答國際

學校為 11-12 年級學生辦的舞會中，學

生穿著正式禮服暨晚禮服，男學生學

習如何引領女伴，女生學著穿高跟鞋

走路、跳舞。 

上班族穿著，西方服飾已漸多於印度

傳統服飾。在賣場，男性穿著或較簡

便、休閒，年輕女性服飾已較西式，

最大變化是短褲、短裙大量出現。 

加爾各答的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有兩

個特色，當地盛產黃麻暨皮革，黃麻

多做為纜繩、麻繩及麻袋，近年來開

始有麻紗服飾出現；皮革早期多做為

皮鞋，印度兩大鞋廠即源自加爾各

答，近年來各式各樣皮包開始出現在

各大賣場，其中以女用手提包、學生

背包及公事包銷路最好，產品設計多

樣化，車工暨零配件品質待提升。 

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也呈現各自發展

趨勢，配件曾為服飾的一部分，目前

已發展為服飾的配搭，如男性領帶、

手帕、襪子、手表、掛飾與服飾的搭

配，女性頭巾、圍巾、鞋子、皮包、

珠寶首飾、太陽眼鏡等與服飾的配搭。 

通路布建 

加爾各答的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已是

各大品牌服飾競逐的市場，包括國際

知名品牌 Benetton、Zodiac、Z3、Vero 

Moda、Calvin Klein、Diesel 及 Tommy 

Hilfiger 都已進駐各大賣場，設置專

櫃，也都有很好的銷售成績。 

印度本土品牌如 Arvind 集團、Madura 

Fashion & Lifestyle, Raymond Apparel 都

有專櫃或專賣店的設置，賣場如 Trent 

Retail、Reliance Retail 及 Future Group

等也開始推出自有品牌產品，也都開

始在網路上販售產品。 

加爾各答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對產品

價格仍相當敏感，許多知名品牌在印

度拓銷，或透過在印度製造降低成

本，或進口樣式較舊產品至印度銷

售，如 Arrow 販售之套裝，標示 Made in 

India，服飾車工略顯粗糙，樣式稍微

老舊。 

印度成衣業約僱用 800 萬勞工，其中

70%是女性員工；因為工會因素，印度

成衣業多是無組織(unorganized)的中小

企業，大型成衣廠為避免工會罷工抗

爭，多將生產規模限縮，不願意擴大

營運規模。 

加爾各答所在西孟加拉州，7 大工會影

響力大，動輒罷工；政黨在動員群眾

時，亦常導致上班族自動放假；致加

爾各答原英屬時期所有之製造業，多

年來已陸續遷廠至印度其他地區。 

印度主要成衣業產業聚落，在南印度

的 Tamil Nadu 州 Coimbatore 區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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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upur，該地區有 5,000 家針織工廠，

產值 30 億美元，而有圓領衫城(t-shirt 

town)之稱。 

北印度的 Delhi、Noida 及 Gurgaon 地區

則為印度生產婦女暨兒童成衣主要產

業聚落，中部 Madhya Pradesh 州的

Indore、北部 Punjab 州的 Ludhiana 亦是

印度主要的成衣生產聚落，北部 Uttar 

Pradesh 州的 Bareilly 則以手工繁複的刺

繡工藝聞名於世。 

印度主要成衣業者已由製造，品牌行

銷，發展到全印度建置行銷通路，如

Raymond 的發展，由織布到成衣製做，

由製造到品牌行銷，目前正全力建置

自有通路，該公司年營業額由 2007-08

會計年度的 5 億 9,500 萬美元，成長為

2013-14 會計年度的 7 億 6,650 萬美元，

現有專賣店 956 家。 

印度流行服飾及配件在網路上也能購

買 ， 最 知 名 的 網 站 購 物 平 台 是

Jabong.com，該網站主要銷售品牌，銷

售對象遍及男女老少，銷售產品包括

服飾、皮鞋、珠寶首飾及其他配件。 

巿場拓銷建議 

加爾各答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銷售有

兩大旺季，我商可以爭取相關商機；

第一個是年度節慶，如印度教的排燈

節(Diwali)暨杜爾迦節(Durga Puja)、伊

斯蘭教的新年(齋戒月結束後的開齋

節)，人人穿新衣盛裝打扮；第二個銷

售旺季是雨季(Monsoon)，為在雨季促

銷，業者透過銷售打折，可以吸引眾

多消費者搶便宜，業者亦藉機出清存

貨(衣飾樣式老舊，或就賣場隨處擺放

紙箱中取出衣飾販售)。 

加爾各答流行服飾及配件市場發展較

印度其他地區慢，消費者對西式服飾

及配件接受度不低，服飾及配件樣式

不必最流行，但是產品價格一定要適

中，以符消費者物超所值之需求。 

加爾各答消費者體型較高，上半身較

壯碩，雙腿細長，臀圍位置也相對提

高，褲襠較短淺，服飾設計版型要注

意。印度女性多蓄長髮，市售髮飾式

樣較不美觀、品質較普通，流行髮飾

商機潛力大，值得開發。 

加爾各答緊鄰孟加拉國，許多平價服

飾及配件多來自孟加拉或中國大陸；

此外亦有單幫客自泰國走私牛仔褲及

其他產品。我商在孟加拉已有近百家

成衣廠，可以就近拓展東印度市場。 

在拓銷產品上，可以優先以嬰兒服飾

暨用品優先，似熟悉市場需求後再進

入成人服飾暨配件市場。印度內需市

場大，對產品品質要求也有在提升，

我商可以在配件五金上突破市場價格

競爭。(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

辦事處) 

加爾各答農產品市場介紹 

前言 

印度西孟加拉州是印度東部暨東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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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尼泊爾、不丹對外貿易樞紐，州土

地面積 8 萬 8,752 平方公里，佔印度國

土的 2.7%，在印度 29 個州、6 個特別

行政區及首都德里中排名第 14；人口

數 9,135 萬，佔印度總人口的 7.4%，排

名第 4；州 GDP 達 1,174 億美元，排名

第 6；州每人 GDP 為 1,282 美元，排名

第 17。 

西孟加拉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903

人(2001 年人口普查)，高於全印平均的

325 人。西孟加拉州人口中表列賤民

(scheduled caste)逾 1,845 萬人，表列部

落(scheduled tribe)民眾逾 440 萬人。 

西孟加拉州人口主要以農為生，產值

206 億美元，佔州 GDP 的 18%。2014-15

會計年度該州預算 51 億 4,120 萬美元

中，農業支出 1 億 9,300 萬美元。 

稻米是西孟加拉州最主要經濟作物，

年產稻米 1,500 萬公噸，是印度最大稻

米生產地區。該州是印度第二大馬鈴

薯生產地區，馬鈴薯產量 1,200 萬公

噸，占印度馬鈴薯總生產量的 25%。 

西孟加拉州年產黃麻 822.82 萬大包

(bales，180 公斤)，占印度黃麻總產量

的 79.6%。首府加爾各答是印度黃麻加

工業中心。該州是印度第二大茶葉生

產地區，茶葉產量約 31 萬 2,100 公噸，

占印度茶葉總生產量的 25.8%。 

該州年產 319萬噸各式水果、蔬菜 2,601

萬公噸，花田面積 2 萬 4,850 公頃，年

產鮮花 665 億公噸、切花 26 億 1,350

萬朵。 

在發展農業上，印度各地區農民遭遇

同樣問題，如農產品價格長期受到政

府抑制，殺蟲劑、肥料及種苗價格居

高不下，地下貸款利率偏高，行銷通

路長期被少數人壟斷等，遇旱、澇農

民被迫賤賣土地和妻女；2014 年，印

度農民有 5,650 人自殺，原因包括破

產、負債、穀物收產不好、生病、酗

酒等。 

西孟加拉州也在發展農業現代化，殺

蟲劑、肥料及種苗市場的供需、農業

機具的使用，將增加農業的產能和效

率。此外，該州亦尋求發展農業基礎

工業，早已於 1968 成立西孟加拉州農

業工業公司(West Bengal Agro Industries 

Corporation Ltd., WBAIC)。 

近年來，因全球農產品價格下跌、印

度進口農產品增加及印度農產品競爭

力不振等因素，2014-15 會計年度印度

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順差降至 188.6 億美

元，其中出口金額由 2013-14 會計年度

的 432.5 億美元降為 2014-15 會計年度

的 390 億美元；進口金額由 2013-14 會

計年度的 155 億美元增至 2014-15 會計

年度的 202 億美元，尤以食用油進口金

額增至 96.7 億美元及豆類產品進口金

額增至 27.9 億美元最為明顯，顯示印

度長期來對主要農產品之生產無法自

給自足現象。 

2014-15 會計年度印度重要農產品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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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香料、菸草外銷金額較上年度分

別下跌 16%、1%、5.2%，榖類出口亦

大減 27.33%，蔬果出口減少 8.85%，預

估 2015-16 年度印度農產品出口在全

球市場需求不振及價格下跌情勢中仍

面臨嚴峻挑戰，農產品貿易盈餘有可

能持續下降。農產品出口不振，對西

孟加拉州廣大的農民來說，來年生計

將受重大影響。 

為提振農產品貿易，印度商工部正研

擬出口推動方案，以加速促進加工農

產品及高附加價值農產品之輸出，並

藉生產力提升計畫為印度之農產出口

提供動力。 

通路布建 

當地農業產銷主要分為 3 層，農產品

初級市場以村莊為主，次級批發市場

以鄰近區域為農產品集散地，終端市

場則以城鎮為農產品儲存及批發銷售

中心。 

西 孟 加 拉 州 現 有 18 個 行 政 地 區

(District)，每個地區分別設有數十個至

數 百 個 初 級 市 場 (Primary 

Hats/Markets)，整個州共計有 2,244 個

初級市場，另有其他鄉村市集(Rural 

Markets)計 674 個，合計 2,918 個。另有

100 個農產行銷資訊中心，蒐集並傳播

市場資訊，供農民暨中大盤商參考。 

西孟加拉州正在興建農產品市場，包

括 郊 區 的 定 期 市 集 (rural periodical 

hats/bazaars)、替代市場場地(sub market 

yards)、主要市場場地(principal market 

yards)及終端市場(terminal market)，將

建置冷凍運輸鍊，包裝場地，多功能

冷凍倉儲，以發展現代化的市場行銷

系統。 

有關行銷體系建置，將透過公私合營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或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以解

決建設資金不足困擾。 

西孟加拉州農業發展方向在發展低成

本、零(低)耗能農產品儲存方法，以協

助郊區農民。透過農業行銷訓練機構

Netaji Subhas Train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該州農民也在學

習農產品行銷作法，包括農產品分

級、儲存、加工及銷售。 

由於市場產銷規範及次序尚未建全，

合作社機制及相關財務系統亦待規

範。農民因農作物產品價格長期被抑

制，缺乏種植意願。相似問題分見如

東北的阿薩姆州，有大型合作社組

織，業務未包括農作物產銷。梅加拉

亞州則有 5 個水果產銷合作社，銷售

鳳梨及柑橘。特里普拉州現有合作

社，產銷黃麻暨黃麻種子、水稻及油

菜籽。 

印度農業產銷少數成功案例如西印度

之古吉拉特州(Gujarat)，透過酪農產銷

合作社機制，收購境內酪農生產之牛

奶，經加工處理後以 Amul 品牌行銷全

印度。印度國內其他酪農每日生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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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乳，或以桶裝、或以簡單塑膠袋包

裝，銷售牧場週邊鄰里市場。 

巿場拓銷建議 

印度的農業生產因灌溉系統不完善，

導致印度農產品的產量要仰賴季風雨

是否及時、充裕。而惡劣的路況、倉

儲運輸設備的不足、及煩冗的行政管

理，讓農民的產品無法及時、順暢、

無耗損地進入市場。 

印度農業用水免費，對水庫暨灌溉渠

道的興建或維護完全仰賴政府經費，

對於大量中、小農戶而言，亟需尋求

灌溉解決方案，農產品便宜、簡便的

包裝儲存產品方式，我商如能提供解

決方案商機可期。 

印度在平抑物價上，有極大的社會穩

定需求，農產品價格普遍偏低，俾滿

足數以億計人民最低基本生活需求，

政府發給糧票(ration card)給約 8 億人，

包 括 赤 貧 (extreme poverty level, 

Antyodaya)、貧窮線下(below poverty line, 

BPL) 及 貧 窮 線 上 (above poverty line, 

APL)，政府補助持卡人可以用 2 盧比

至 10 盧比購買 1 公斤的米或麥子，空

心菜 3 把 10 盧比，穀賤傷農。 

加爾各答超市販售國外進口蔬果，每

公斤 200 至 800 盧比。對農民來說，如

能引導其改種高價值經濟作物，可以

帶來相當大的商機；如我國農友種苗

在加爾各答設有分公司，該公司販售

種苗所生產之木瓜、西瓜，售價均高

於其他種苗，顯示我國農業技術在此

有相當大競爭空間。 

加爾各答現代農業生產方法和技術的

普及率較低，對於大量中、小農戶而

言，農業機械化過於昂貴，不切實際。

但農產品的清洗、分級等機具，可以

提高農產品價值，市場具發展潛力。 

我商亦可輸出茶葉栽植技術、製茶機

具等至印度，有關包裝機器暨材料亦

值得開發。有關推廣，因產業集中，

或可以人員拜訪方式為之。（台北世界

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印度車用電子產品與市場 

印度汽車產業概況 

印度汽車產業在世界各國中佔有一席

之地，印度為世界最大牽引機生產

國、第二大巴士與摩托車生產國、第5

大重型卡車生產國、第6大汽車生產國

及第8大商用車生產國。 

印度汽機車產業聚落主要分布在 3 個

區域，北印度德里周遭以 Maruti Susuki

和 Tata 為主要車廠及機車廠為最早發

展區域，西印度孟買周遭除印度本土

Tata 和 Mahindra 車廠外，早期外資車

廠多集中在此。南方清奈地區則為印

度新興汽車聚落，有現代、日產、雷

諾、福特、BMW 等外資車廠。 

圖 1、印度汽車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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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印度汽車協會 

印度汽車市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市

場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摩托車生

產國和前 10 大汽車生產國。印度汽車

除 Tata Motors 和 Mahindra & 

Mahindra 兩家主要本土品牌外，國際

領導汽車品牌如鈴木、現代、本田、

豐田、通用、福特、日產雷諾、BMW、

賓士及大眾汽車等紛紛到印度設廠。

由於上述車廠佔有印度大部分汽車市

場，印度汽車業大概很難像中國大陸

有百家爭鳴的盛況。 

雖然印度擁有全世界第 3 大公路網

路，不過印度道路環境也是世界上最

差的國家之一。印度每一千人僅有 0.07

公里四線道以上的公路，為全世界最

低的高速公路密度國家之一。 

印度的道路品質在全世界排名第 87，

在道路安全方面更是惡名昭彰，道路

交通事故死亡率為每 10 萬人 16.8 人死

亡。在此背景下，改善汽車特別是高

磨損的商用車，增加承受惡劣環境的

能力是必要的。 

印度汽車業產值與進出口概況 

印度汽車業整體產值佔印度 GDP 的

7%，直間接雇用人數達 1,900 萬人。印

度汽機車產業 2015 年產值估計達 650

億美元，估計 2020 年可達 1,000 億美

元。2014/15 年(印度會計年度為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印度種車輛產量分別

為，小客車 322 萬輛、商用車 69.7 萬

輛、牽引機 61.3 萬輛及建築車輛 5.6

萬輛，總計 458.6 萬輛。另生產摩托車

1,944.9 萬輛。 

汽車產業為為印度少數成功發展的製

造業項目，除供應印度國內市場外，

並已成為日本Susuki車廠Alto和AQ Star

車型、日產Micra車型，南韓現代汽車

i10、 i20和EON車型及德國大眾汽車

Polo車型等的主要出口國。2014年印度

汽車出口達104.5萬輛，進口則僅有約

8,000輛。 

印度汽車零件與汽車電子市場 

過去幾年受到原油價格高漲和政府政

策影響，使得印度汽車需求不如預

期，印度汽車業因而面臨嚴格挑戰。

印度汽車國內市場和外銷雙雙受到壓

抑，連帶的也影響到汽車電子的發展。 

印度汽車零件市場在 2016 年估計將達

250 億美元，各種汽車零件比率，以引

擎零件佔最高為 31%，其次為傳動和

轉向系統 19%、車體及底盤 12%、懸

掛及剎車系統 12%、各種設備 10%、

汽車電子 9%及其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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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印度各種汽車零件比率 

 

資料來源：印度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

(ACMA) 

2015年印度將成為全世界第四大汽車

市場，但相較於其他國家，印度車用

電子使用比率如遠較其他國家為少。

目前印度車用電子主要應用在引擎系

統和音響系統。而在自動變速系統、

安全配備、車身電子系統、防盜系統

等方面的應用比率仍低。印度也是強

調 節 儉 創 新 (frugal innovation) 的 國

家，一部完全”印度製造”的汽車價格可

以低至2,500美元。不過印度各車廠隨

著新車型不斷推出，汽車電子在一部

汽車中所佔的比重也穩定成長。 

2020 年印度汽車電子市場規模將達

200 億美元，印度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

汽車市場之一。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兩

輪車製造商，排名前 10 位的汽車之一 

印度汽車市場強勁的成長，使得半導

體業也跟著受益。2005 年時汽車電子

占印度半導體總市場（total available 

market）的 5.1％。根據該報告估計，

印度每部汽車使用的電子零組件價值

在 1,000 美元至 1,500 美元之間。約占

一部汽車總成本的 9％，並預計在未來

10 年汽車電子佔整部汽車成本比重將

成長為 20%。 

由於印度汽車工業技術相對落後，但

是印度消費者對於汽車控制系統和引

擎先進技術的要求逐漸提高，同時對

於汽車的安全性也逐漸重視，為印度

車用電子市場成長最大的動力。 

印度汽車業為高度競爭的產業，逐漸

嚴苛的廢氣排放規定，也是促使汽車

製造商不斷的提升車用電子科技的動

力。同時印度政府近年產業政策著重

在汽車出口，必須和國際車廠競爭，

也是促使印度車用電子市場蓬勃的因

素蓬勃的因素蓬勃的因素。 

隨著印度經濟的發展，過去印度汽車

製造廠僅提供少數車型，消費者同時

須等待長時間才能交車的模式已逐漸

改變，印度在世界許多大型車廠投資

後，已變成高度競爭市場，消費者對

於車子性能、油耗、可靠性和科技運

用逐漸重視。目前印度汽車市場已有

超過 100 種車型可選擇，同時不斷有新

的、更先進的車型推出。印度汽車製

造廠必須不斷投入巨大資金在科技研

發上，才能確保維持競爭優勢及滿足

消費者的需求。 

印度汽車廢氣排放標準，2010 年已採

取和歐洲同一標準，而在其他汽車相

關法規，尤其是安全標準，將逐步修

改與世界同步，將更進一步帶領印度

車用電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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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汽車安全系統的需求也增加，

2010 年前印度對於汽車安全方面要求

已標準化，尤其是在事故發生時對汽

車的保護方面。汽車安全相關車用電

子零件未來將以每年 10%成長。 

引擎管理系統的引擎控制和燃料噴射

系統成本約占動力系統的 50%，為目

前印度車用電子最主要部分。汽車娛

樂系統主要為 CD、MP3 播放機或是

DVD 播放機為主。在現在這個時代，

印度消費者已無法滿足過去傳統收音

機和錄音機系統，汽車音響娛樂系統

已有很大改變。 

隨著印度經濟發展和人民所得上升，

印度汽車工業每年以 12%至 14%成

長，國際大型車廠逐漸重視印度市

場，並在印度推出新車型。 

機會 

由於印度消費者日漸重視車子安全和

性能表現，高品質汽車電子需求大增

造成進口金額快速增加。印度政府也

逐步提高汽車安全和廢氣排放標準，

目前在印度車用電子比重不到 10%的

各種汽車感應器和車身電子系統，將

為印度未來車用電子主要成長項目。 

2015 年起印度汽車市場將與逐步國際

同步，印度的汽車安全標準採取與國

際標準一樣後，對於車用電子的需求

就會大幅增加，如此對於國外汽車安

全系統的廠商及有非常大的機會進入

印度市場。由於目前印度車用電子主

要應用在引擎系統，未來先進數位控

制的儀器和電子點火系統的應用將會

逐漸普及。 

印度主要車用電子業者包括德里附近

Haryana 地區印日合資的 Sona Koyo

方向盤系統公司；清奈地區的 TVS 集

團的 Sundaram Clayton；而日資的

Sony Electronics 與 Pioneer 

Electronics 則是專注在汽車娛樂系

統。 

其他印度車用電子設備供應商包括

Coimbatore 地 區 的 Textek 

Electronics ； Bangalore 的 CG-CG 

Smith、TACO Sasken、Mico-Bosch

和 Electronic Automation；Hosur 地

區的 Veeyessar 等公司。國際業者則

有美國的 Avnet、Arrow Electronics

等，在印度均有極高的知名度。 

目標客戶 

印度汽車產量距市場飽和尚有一大段

距離，快速的經濟成長和需求，吸引

國際車廠紛紛在印度投資生產。大部

分 國 際 重 量 級 車 廠 如 Suzuki 、

Toyota、Honda、Hyundai、Ford、

General Automotive Motors、BMW，

零 組 件 廠 商 如 Denso、  Delphi、

Bosch 、 Magna 、 Lear 、 Johnson 

Controls、Visteon、Faurecia 及 T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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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tive 已進入印度市場，不是在

印度設廠生產就是進口車子到印度銷

售。 

雖然印度汽車主流為小型且簡單的汽

車，由於基期低，印度車用電子每年

仍以及大增幅成長。印度車用電子零

件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為國民所得增

加，過去幾年印度就業市場和薪資快

速成長，可支配所得大幅增加，對於

車子的舒適性和方便性需求因而增

加，進一步帶動對車用電子的需求。 

印度車用電子成長主要因素 

1. 日趨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 

印度日趨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促

使印度汽車業者推出新車型，這些

新車型較舊有車種使用更多的車

用電子零件。印度由於空氣汙染日

益嚴重，印度政府於是擬定與歐洲

相同的汽車廢氣排放標準，強迫汽

車業者應用先進科技技術，推出符

合環保的車型。 

2. 對安全的需求 

印度汽車購買者現在更注意汽車

的安全性，印度政府也擬定更嚴格

的汽車安全標準，以確保汽車駕駛

和乘客的安全。印度汽車安全相關

配備市場估計每年將以 10%速度成

長。安全氣囊、動力方向盤、動力

剎車系統等將很快變成印度汽車

的標準配備。 

3. 汽車出口政策 

印度政府積極扶植汽車工業成為

出口產業以創造外匯收入，Maruti 

Suzuki、現代、日產、大眾和 Tata

等汽車公司已出口汽車到國際市

場。印度要拓展汽車出口，必須使

用更多的車用電子零件，才能符合

國際市場潮流和安全標準。 

印度市場為一競爭且消費者導向的市

場，為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取得一席

之地，印度汽車業者持續投資在新車

型和科技的研發，以符合消費者的需

求。引擎科技的發展帶動印度車用電

子的使用，除了引擎和傳動系統外，

汽車音響娛樂系統的應用也有大幅成

長。CD 音響、MP3 播放器、DVD 播

放器等逐漸成為汽車的標準配備。 

印度為金磚四國之一，經濟成長也是

最快速的國家之一，並且吸引許多外

國廠商在印度投資，在眾多外國投資

中，汽車產業是主要的投資項目。印

度汽車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快速成長

期，各種車輛都有極大需求量。印度

汽車需求量大增有兩項因素，一為可

支配所得和中產階級人數快速增加，

其次為印度政府在 1990 年代中期推行

的各種自由化政策，包括放寬外匯兌

換和股票交易限制、降低進口關稅以

及銀行自由化等措施，使得貸款購買

汽車的人數快速增加。 

近年來印度汽車銷售隨著經濟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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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印度汽車工業將會有持續好幾年

的榮景，不管是進口車或是印度境內

生產的車子，許多汽車業者紛紛針對

印度環境設計符合印度需求的車種，

印度汽車市場一年推出的新車型達 50

種以上。 

除了塔塔公司推出的廉價 Nano 小型

汽車和 Bajaj 及 TVS 推出的幾款摩托

車因成本考量，使用較少的車用電子

零件外，其他印度推出的車種車用電

子的使用均有明顯的增加。   

目前印度車用電子使用在高及車的

部分在自動變速系統、影音系統、引

擎電子管理系統、安全系統及防盜器

等。雖然印度的入門車款使用較少的

電子系統，一般僅在引擎系統、儀錶

板和其他基本開關，然而印度汽車銷

售量快速增加，相對的汽車電子的需

求也增加。 

目前印度每部汽車平均使用的車用

電子零件約為 1,500 美元，印度汽車

逐漸增加電動椅、自動駕駛系統、停

車輔助系統等。印度汽車銷售量在

2015 年估計可達 500 萬輛，其中 350

萬輛為小汽車，提供具價格競爭力各

種電子系統將為汽車業者的機會和挑

戰。(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處) 

印度塑膠製品與市場介紹 

印度塑膠產業源起 

印度塑膠產業起源於 1957 年開始生產

聚苯乙烯(polystyrene)，其後印度塑膠

產業不但快速發展並且產品也逐漸多

樣化。1959 年開始生產低密度聚乙烯

(LDPE)、1961 年開始生產聚氯乙烯

(PVC) 、 1968 年 生 產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HDPE) 和 1978 年 開 始 生 產 聚 丙 烯

(Polypropylene)。目前全印度塑膠產業

有超過 3 萬家加工廠、2,000 家出口

商，總雇用人數達到 40 萬人，不過其

中 85% 到 90% 的 業 者 為 中 小 企 業

(SME）。 

印度的塑膠產業是發展中國家當中出

口潛力最好的國家之一，印度塑膠產

業的主要生產的產品包括塑膠原料

擠出成型品、聚酯膜、塑膠板、成型/

軟行李物品、書寫工具、塑膠編織袋

與包裝袋、PVC 皮革和塑膠布、包裝

材料、消費品、衛浴配件、電器配件、

實驗室/醫療   外科用品及旅遊用品

等。 

印度塑膠出口促進委員會（ Plastics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 簡 稱

PLEXCONCIL）為印度政府促進塑膠出

口的最高管管機關，委員會的成員包

括大、中、小型製造商和出口商。透

過參加國際展覽、開拓新興市場、在

印度及國際辦理洽談會等活動，已促

進印度的塑膠出口。 

印度塑膠產業現況 



 36 

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可說是離不開塑

膠，舉凡衣服、建築、家具、汽車、

電器用品、家居用品、農業、園藝、

灌溉、包裝、醫療器材等食衣住行各

方面使用很多塑膠製品。目前印度每

人每年塑膠消耗量約為9.7公斤，相較

於美國的109公斤、歐盟國家的65公

斤、大陸45公斤及巴西的32公斤，仍有

非常大的成長潛力。 

2013年印度塑膠製品每年市場規模約

為230億美元，其塑膠產業產值約佔印

度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的0.5％，塑膠

製 品 的 出 口 則 約 佔印 度 總 出 口 的 1

％。印度塑膠業者大部分為小企業，

印度塑膠產業總投資金額大約為1,000

億盧比。 

印度由於仍屬低度開發國家，加上城

鄉差距大，其塑膠製品在各方的應用

比例與世界平均值差異甚大，印度塑

膠製品使用在包裝上比率最高，印度

聚合物(Polymer)依使用用途分別為包

裝43%(世界平均值為35%)、基礎建設

21%(世界25%)、汽車16%(世界17%)、

農 業 2%(( 世 界 8%)) 和 其 他 18%( 世 界

15%)。其中農業的2%相較於世界平均

值8%仍低，將為非常具有成長潛力的

用途項目。 

印度塑膠業者生產各式各樣的塑料原

料，以滿足市場的需求。這些聚合物

材料包括一般塑膠商品、工程塑膠和

特種塑膠。一般塑膠是印度業者主要

生產項目，包括聚乙烯(PE)、聚丙烯

(PP)、聚氯乙烯(PVC)和聚苯乙烯等。 

工程塑膠和特殊塑膠相較於一般塑膠

具有較佳的機構和耐熱特性，並且用

於特定的目的。印度生產的工程塑膠

和特殊塑膠包括苯乙烯衍生物 (PS / 

EPS和SAN / ABS)、聚碳酸酯、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聚碳酸酯和聚氧亞甲基

（POM）塑膠等。 

2013年印度塑膠聚合物市場需求量為

850萬公噸，其中以聚乙烯需求最高達

360萬公噸佔43%、其次為聚氯乙烯210

萬公噸佔28%、聚丙烯180萬公噸佔

24%。另外為聚苯乙烯(PS)25萬公噸佔

3%，及其他塑膠如PC/ABS等14.1萬公

噸佔2%。 

為生產製造最終產品，塑膠聚合物原

料係透過擠壓、射出成型、吹氣成型

和輪轉模造等方式加工。 

印度塑膠業者以擠壓成型最為常見，

大約佔所有生產產品的60%，射出成型

約佔25%。 

印度 2015 年國內塑膠消耗量約為 1,200

萬公噸，預計到 2020 年將達到 2,000

萬公噸。以地區而言，西印度為最大

市場佔 47%，此區域包括 Maharashtra、

Gujarat、Madhya Pradesh 及 Chhattisgarh

等州，印度最大的石化公司 Reliance

所有的裂解工廠都位於此區域。其次

為 德 里 周 遭 的 北 印 度 Himac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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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esh、Punjab、Haryana、Uttarakhand、

Rajasthan、UP 等市場約佔 23%。南印

度市場佔 21%，東印度因工業不發達，

僅佔印度塑膠市場總量的 9%。 

印度主要塑膠原料生產廠商與產能 

以產量而言，印度目前各種塑膠原料

總 產 能 約 為 822 餘 萬 公 噸 ， 最 大 為

Reliance公司其PE、PP與PVC合計總產

能451.5萬公噸，超過印度塑膠總產能

的一半。其次為IOCL其PE與PP產能合

計125萬公噸、HPL公司PE與PP產能合

計110萬公噸。其他GAIL、Chemplast 

Sanmar、Finolex、Supreme和Ineos ABS

等公司產能皆仍小。參見表2 

以種類而言，印度產能最大的塑膠原

料為PP，每年產量達369萬公噸，已經

超過印度國內市場所需，所以部份產

能倚賴外銷市場。不過印度聚乙烯一

年需求360萬公噸，其國內產能僅有300

萬公噸，不足部分則倚賴進口。 

印度塑膠業在農業應用狀況與前景 

1970年代印度經歷了第一次綠色革

命，由於採用了高產量品種以及更好

的耕作技術，包括使用化肥、殺蟲劑

和農藥等，使印度轉而成為農產品可

以自給自足的國家。印度目前佔有世

界16％的人口、2.4％的土地資源和4

％的水資源。印度仍有近65％的人口

直接或間接依賴農業生活，並提供總

就業人口58.2％的工作。此外，印度農

業產值仍佔印度GDP的17％，並消耗

印度水資源的80％。 

印度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個地

區的農業都有各自特色和問題，這些

問題可透過塑膠栽培技術加以解決。例

如西喜馬拉雅地區由於經常暴雨造成

嚴重的土壤侵蝕問題，使得生產力低

落，利用塑膠栽培技術可大幅改善這

些問題。 

印度塑膠產業前景 

從 2014 年到 2020 年印度鄉下地區平均

人民所得將成長 200%，印度小客車銷

售量也將從每年 170 萬輛成長為 930

萬輛，印度電子產品市場更是成長

700%，為印度塑膠市場的主要成長動

力。 

隨著印度計劃將目前佔 GDP 僅有 17%

的製造業於 2022 年提升為 25％。此

外，印度年輕的人口紅利增加人口紅

利、都市化、即快速增加的薪資水平，

都是支持印度塑膠產業成長的有利因

素。 

印度目前每人每年塑膠消耗量為 9.7

公斤，相較於已開發國家如歐盟每人

每年使用 65 公斤，仍有極大成長空

間。跟據過去幾年經驗，印度塑膠製

品市場規模成長率平均為 GDP 成長率

的 2 倍，而未來幾年印度 GDP 成長率

一般估計將達 7.5%以上，亦即未來幾

年印度塑膠製品市場每年將有 15%以

上的成長率。過去印度塑膠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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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侷限於家庭耐久材和包裝材料等方

面。不過隨著基礎建設、醫療用品、

農業等方面開始普及使用塑膠，未來

印度塑膠市場可望有一波快速成長

期。 

不過印度塑膠產業未來前景也受到日

益嚴苛的環境保護挑戰，印度 PET 協

會即指出印度有 NGO 組織提出藥品包

裝進用 PET 材料。印度政府於是要求

塑膠業者多加注意環保問題。印度塑

膠業者面臨的另一大挑戰為來自中國

大陸的競爭，印度雖與大陸有差不多

的人口數，不過大陸的塑膠產業規模

為印度的近 20 倍，不過還好大陸由於

勞工成本快速提高，是印度的一大良

機。(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處) 

對宗教種性仇殺 莫迪：應尊重差異 

在印度近來一連串宗教、種姓仇殺

後，印度總理莫迪昨天第二度發表談

話呼籲人民，應尊重且歡慶印度的多

樣性與差異，「和平、和諧和團結才是

進步的關鍵」。 

此外，「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今天刊登印度最高法院院長達圖（H.L. 

Dattu）專訪，達圖強調，印度是個法

治國家，當檢方提出有利證據證明嫌

犯犯下與仇恨相關罪責時，法院將嚴

厲看待這些罪責。 

在為統一作出貢獻的首任副總理薩達

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10 月 31

日誕辰紀念日前夕，莫迪在印度電台

「Mann Ki Baat」（打從心底說）節目對

全印度發表談話時表示，印度充滿多

樣性，有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種姓。 

莫迪說，「我們的印度就是有這麼樣的

多樣性，而最終成為我們的美。」 

談到印度為慶祝薩達爾誕辰多年來舉

辦「推動團結」（Run for Unity）活動，

莫迪指出，「換句話說，推動團結是推

動進步的保證。」因此，人們應透過

弘揚團結的「Mantra」（無時無刻存在

於聽覺、視覺、思想中的神聖話語），

來向薩達爾致敬。 

印度最近發生穆斯林被懷疑吃牛肉，

遭激進印度教徒殺害的宗教仇殺事

故，以及一連串禁牛肉令、印度教徒

強迫他教教徒改變信仰等暴力事件，

與多位執政黨領袖對此的不當發言，

及種姓間仇殺事故，讓印度社會出現

分化。 

對此，莫迪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近

才發表談話。他 8 日在比哈省的集會

上說，在民主國家，每個人都有說出

自己想法的權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都要決定，是否要與對方爭鬥而變得

貧窮。(中央社駐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提交孟買-阿美達

巴高速鐵路可行性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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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於 2015 年 7 月下旬

向印度鐵道部部長 Suresh Prabhu 提交

興建孟買-阿美達巴高速鐵路之可行性

評估報告，將規劃興建全長約 505 公里

之印度首條高鐵，列車平均時速為 300

公里，最高時速可達 350 公里，預估建

設總經費 9,880.5 億盧比(約 164.7 億美

元)，較上(2014)年首次評估之 6,500 億

盧比(約 108.3 億美元)增列有關利息支

出及不可抗力因素成本。 

該報告表示倘本計畫順利於 2017 年開

工，預估 2023 年完工，並經測試 1 年

後於 2024 年全線通車，通車後每日可

載運 40,000 名旅客，將二地交通時間

自目前之 6 小時 45 分鐘大幅縮減至 2

小時，單程票價訂為 2,800 盧比(約 47

美元)，為目前二地間列車頭等艙票價

1,895 盧比(約 31 美元)之 1.5 倍。 

日本政府為協助日籍企業爭取未來商

機，擬由日資企業投資 30%，另 70%

之資本日方願提供印方最高達 6,500 億

盧比及年息 0.25%之低利貸款，日方評

估該條高鐵之內部報酬率為 4%、經濟

報酬率可達 12%。 

法國國鐵集團(SNCF)亦於上年 9 月向

印方提交本案之企業開發研究報告，

法方估列造價將逾 9,000 億盧比，採公

私協力模式，其中 50%資金由雙方政

府提供，其內部報酬率為 2%。法方另

建議改善現有鐵路網之運輸速度，將

平均時速提高至 200 公里，可將孟買至

阿美達巴之交通時間減至 4 小時 15

分。法方分析建造該段高鐵之成本為

每公里 15 億盧比(約 2,500 萬美元)，而

提高現有鐵路運行速度之成本為每公

里 2,000-4,000 萬盧比(約 33-66 萬美元)。 

印度政府目前已規劃興建連結德里-孟

買、孟買-清奈、清奈-加爾各答、加爾

各答-德里之鑽石四邊形高鐵網及德里

-清奈、孟買-加爾各答二條對角線高

鐵，完工後全印高鐵約達 10,000 公里，

印度已於 2012 年成立印度高鐵公司以

執行有關建設計畫。（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與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就全國太

陽 能 計 畫 (Jawaharlal Nehru National 

Solar Mission)之自製率規定進行爭端

解決程序之進展 

印度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部(Ministry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於 2010 年制

定全國太陽能發電計畫，訂 2022 年達

到 200 億瓦太陽能發電量目標，並於今

(2015)年 1 月擴大規模至 1,000 億瓦，

總投資金額逾 2,000 億美元，屆時印度

太陽能電力每度價格可望降至 4.5 盧

比(約 0.075 美元)。 

美國認為該計畫之自製率規定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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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業者須採用印度製之太陽能電池

及模組以獲得政府購電合約，違反

WTO 規範，爰於 2013 年 2 月 6 日向印

方提出諮商要求。印度國營電力公司

(National Thermal Power Corporation)於

2014 年 1 月 29 日就太陽能專案計畫公

開招標時限制外國業者競標，並說明

印度政府僅補貼印度製之太陽能產

品，美方認為此影響美國業者權益且

持續與印方協商無具體進展，遂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提請 WTO 成立爭端

解決小組以求解決。巴西、加拿大、

中國大陸、歐盟、日本、韓國、馬來

西亞、挪威、俄羅斯、土耳其、我國

等均提出保留以第三方身分參與本案

爭端解決程序之權利。  

美國認為該計畫要求得標業者採用印

度製太陽能產品違反關稅暨貿易總協

定第 3.4 條、與貿易有關之投資措施協

定第 2.1 條、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第

3.1, 3.2, 5, 6.3, 25 條規範，惟印方認為

其對所有外國產品均採相同標準，並

未歧視美方。經年餘答辯後，印度研

判本案最終判決可能不利印方，日前

暗示美國自行撤銷本案，否則印方可

能於敗訴後加強對自美國進口之太陽

能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鑒於本案即

將於今年 8 月底前公布判決，美方認

為無需於此時撤案。 

印度為扶植太陽能產業發展，除採行

自製率規定外，亦於 2012 年 11 月 23

日公告對自對自馬來西亞、中國大

陸、我國及美國進口之太陽能電池模

組進行反傾銷調查，並於 2014 年 5 月

22 日公佈終判報告，建議課徵反傾銷

稅；惟印方新能源及再生能源部、電

力部、鄉村發展部等均認為此舉將影

響印度全國電力建設及阻礙經濟發展

力表反對，最終財政部以不發佈課稅

公告而未對旨述產品課徵反傾銷稅。 

印度政府雖以自製率及反傾銷調查方

式企圖排除外國產品之競爭，然印度

市場之龐大成長潛力已陸續吸引外國

業 者 來 印 投 資 佈 局 ， 包 括 美 商

SunEdison、美商 First Solar、中國大陸

天合光能公司、我國鴻海科技集團等

均宣布將在印投資太陽能電池製造及

發電廠。印方今年內將公告 150 億瓦太

陽能發展計畫標案，以盡速達成全國

太陽能發電計畫目標。（駐印度代表處

經濟組） 

印度總理莫迪於 2015 年 9 月 24-27 日

赴美國訪問成果 

莫迪總理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27 日赴

美國紐約、加州矽谷、華府進行訪問，

出席聯合國總理事會、永續發展峰會

及維和國家峰會，並主持 G-4 國家峰

會及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會談，莫

迪總理此行另分別於紐約及聖荷西會

晤 IBM、GE、Ford Motor、Pepsi、JP 

Morgan 、 Mastercard 、 Johnson & 

Johnson、Apple、Google、Microsoft、

Facebook、Tesla、Cisco、Adobe 等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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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型企業執行長，並參加數場企

業座談會，說明印度政府推動經濟改

革及改善投資經商環境之決心及成

果，並介紹「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及「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

政策之最新內容與跨國合作商機，鼓

勵美國大型企業及創新型企業擴大來

印投資佈局與開發市場。莫迪總理特

別展現對網路科技應用於社會及經濟

發展之高度興趣與重視，盼透過與美

國高科技企業之合作，帶動印度之數

位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城

鄉落差等，尤重申全力提高印度政府

之治理效能，俾簡化行政流程及強化

決策透明性與效率。 

美國業界對莫迪總理之來訪反應熱

烈，尤肯定莫迪總理就任以來大力推

動各項經改措施及經建計畫之願景與

執行力，盼其持續改善經商環境及鬆

綁外人投資限制。「數位印度」計畫並

獲得 Google、Microsoft、Qualcomm、

Facebook 等企業全力支持，如 Google

承諾將協助於印度 500 個火車站架設

無線網路設施及在 Android 系統平台增

加開發 10 種印度在地語言介面、

Microsoft 將協助印度開發尖端技術以

延伸寬頻服務至鄉村地區、Qualcomm

將提撥 1 億 5,000 萬美元投資印度新創

企業及培育晶片研發人才。 

莫 迪 總 理 與 Facebook 執 行 長 Mark 

Zuckerberg 會談時盛讚社群網站之重

要性及深層力量，提供政府檢討施政

及反映民意之最佳即時平台。莫迪總

理就任年餘來密集使用 Facebook 及

Twitter 社群網站發表施政理念及與民

眾互動，其網站關注者達 3,000 萬人，

在各國政府領袖中排名第 2，僅次美國

總統歐巴馬。（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總理莫迪出訪中亞五國及赴俄羅

斯出席金磚國家高峰會及上海合作組

織高峰會事 

莫迪總理於今年 7 月 5-13 日出訪烏茲

別克(7 月 6-7 日)、哈薩克(7 月 7-8 日)、

土庫曼(7 月 10-11 日)、吉爾吉斯(7 月

11-12 日)及塔吉克(7 月 12-13 日)5 國，

以深化經貿合作、確保能源安全，並

分別參加 7 月 8-10 日在俄羅斯烏法市

舉辦之金磚國家高峰會及上海合作組

織高峰會，以加強與該組織會員國間

之海關、交通、能源、工業、教育、

旅遊、衛生、中小企業等領域合作。 

莫迪總理盼加強與烏茲別克之旅遊、

製藥、資通訊、輕工業產業合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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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旅遊、文化等 3 項合作備忘錄，

烏國亦將協助印度深化與上海合作組

織會員國之合作。莫迪總理亦盼加強

與哈薩克之貿易關係，自 2012 年來印

度盧比對哈薩克幣已升值達 368%，使

2014-15 年印度對哈薩克出口僅佔總出

口之 0.08%，主要出口品為茶葉及藥

品，二國並於 7 月 8 日簽署長期鈾礦

貿易合約。印度另盼與土庫曼加強能

源、石化、運輸、資通訊、紡織、化

學、醫藥產業合作，並建立聯通印-土

天然氣管線，該管線長達 1,800 公里，

印度計畫每日自土國進口 3,800 萬立方

公尺之天然氣，建設成本預估達 76 億

美元，因該天然氣管線通過阿富汗及

巴基斯坦，目前暫無顯著進展，惟已

在上(2014)年 11 月成立土-阿-巴-印公

司(TAPI Ltd)，持續推動能源合作。印

度另計畫建設聯通哈薩克、土庫曼之

北南國際鐵路交通走廊，莫迪總理亦

提出增加哈薩克、土庫曼、伊朗鐵路

計畫，最終將兩項計畫整合，以擴大

中亞國家與印度之貿易、交通網絡。 

印度亦與吉爾吉斯討論進行經貿、科

技、文化、安全領域合作，鑒於吉國

同時係上海合作組織及歐亞經貿聯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會員國，吉國

承諾將協助印度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

其他會員國交流，並協助印度與歐亞

經貿聯盟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印

度商工總會亦將定期與吉爾吉斯商工

總會舉辦吉-印經濟聯席會議。另鑒於

吉國國內 60%人口務農，二國將進行

農產品加工、水利工程、農業研究合

作，以提升農產品之品質及產量。塔

吉克共和國係莫迪總理此行最終站，

塔國表示將與印度在上海合作組織架

構下進行經貿、安全合作，二國將研

議將塔國納入北南國際鐵路交通走廊

之可行性，印方並將協助塔方建立水

力發電廠以改善民眾生活。 

莫迪總理另於今年 7 月 8-10 日分別參

加在俄羅斯烏法市舉辦之金磚國家高

峰會及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並在高

峰會前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中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就加強能

源、核能、經貿、安全、領土等議題

廣泛交換意見，俄國表示將加速與印

度進行核能、石化領域合作，盡速簽

署在印度 Tamil Nadu 州設置第 3 及第 4

座核反應爐商業合約。 

莫迪總理在金磚國家高峰會中提出共

同舉辦貿易展、建立最高審計機構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鐵路及農業

研究中心，鼓勵政府間交流及城鄉合

作、設立金磚國家體育委員會並加強

綠能產業合作、金磚國家數位化倡

議，並接受巴基斯坦總理 Nawaz Sharif

邀請，參加下年在巴國首都伊斯蘭馬

巴德舉辦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高峰

會。 

金磚國家於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歡迎

會員國於上(2014)年7月 15日在巴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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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時共同成立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

行 (New Development Bank) 及 換 匯 協

定，並歡迎印籍 Mr K V Kamath 自今年

5 月起出任首屆新開發銀行總裁，各國

亦同意成立 1,000 億美元之準備金以因

應未來可能發生之美元流動性不足問

題，其中印度央行同意出資 180 億美

元，該銀行可望於下(2016)年核發首次

貸款。金磚國家於會後發表聲明，表

示將加強與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

組織會員國及觀察員之合作，並在貿

易、投資、製造、礦業、能源、農業、

科學、創新、財政、資通訊等領域積

極進行合作，亦將由相關部長會議建

構 2020 年金磚國家經貿合作路徑圖。 

金磚國家亦將支持中國大陸出任下屆

G20 主席，各國亦將加強合作，以建立

開放、透明、無歧視、以規則為導向

之多邊貿易體系，亦盼今年 12 月 15-18

日在肯亞奈洛比舉行之第 10 屆世界貿

易組織部長會議獲得具體成果。各國

亦將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協助中小

企業發展，並研議以各自貨幣進行貿

易之可行作法。 

目前金磚五國人口約達 30 億，佔世界

人口之 41.4%，經濟規模佔全球之

25%，惟並未特別設立秘書處。上海合

作組織人口達 15.25 億，領土面積達歐

亞大陸之 75%。該組織現有會員包括

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

斯、烏茲別克、塔吉克 6 國，另有印

度、蒙古、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 5

個觀察員及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土

耳其 3 個對話夥伴。今屆高峰會已接

受印度及巴基斯坦申請成為會員國，

另規劃給予白俄羅斯觀察員地位，並

增加亞塞拜然、亞美尼亞、柬埔寨、

尼泊爾等 4 國為對話夥伴，自下屆在

烏茲別克舉辦之高峰會時開始生效。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總理莫迪今年 8 月 16-17 日出訪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 

莫迪總理為確保印度能源供應安全，

深化雙邊經貿、能源、科技、安全等

合作關係，於今年 8 月 16-17 日出訪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並會晤王儲 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總理兼副總統

Sheikh Mohammed Bin Al Maktoum，係

印度現任總理 34 年來首次訪問阿國，

亦係莫迪總理首次出訪之中東國家。 

莫迪總理此行具體成果如下： 

促進投資合作：截至今年 6 月止，阿

國累計在印投資 31.25 億美元，占印度

所有外資之 1.21%，係印度第 10 大外

資來源國。阿布達比投資局將增加對

印度基礎建設、鐵公路運輸、機場、

工業走廊等專案投資 750 億美元，並鼓

勵民間企業赴印投資佈局，目標額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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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 兆美元。印度亦將鼓勵其中小企

業赴阿聯發展。 

推動能源與科技合作：鼓勵雙方高等

技院及研究機構進行核能、農業、沙

漠生態、太空等領域技術合作，另將

共同發展再生能源，以因應氣候變

遷，雙方將於今年 12 月在巴黎召開之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中主張已開發國

家應移轉潔淨能源技術，以協助開發

中國家經濟發展所需。 

加強安全合作：二國將透過反恐演

習、情報交流、能力建構共同打擊恐

怖主義，並加強海洋安全合作、防制

洗錢、毒品交易、人口販運及網路犯

罪，雙方軍隊將定期進行交流及救災

與人道救援合作，每半年並將召開國

家安全顧問會議，共同維護南亞及波

斯灣地區之穩定安全。 

建立全面策略夥伴關係：印度約有 250

萬名勞工及僑民在阿聯工作，主要來

自南印之 Kerala 州，每年為印度創匯

140 億美元。雙方航空業亦緊密合作，

每週往返二國各大城市之航班逾 950

架次。鑒於雙方在經貿、人民交流、

能源、安全合作關係密切，將推動建

立全面策略夥伴關係，阿聯並將協助

印度建立戰略原油儲備。 

依印度商工部統計，2014-15 年度雙邊

貿易額達 590.42 億美元，其中印度對

阿聯出口 330.34 億美元，主要出口品

為珠寶(65.08 億美元)、汽油及石化產

品(58.45 億美元)、黃金(27.76 億美元)，

自阿聯進口 260.08 億美元，主要進口

品為原油(109.28 億美元)、黃金(41.66

億美元)、鑽石(40.31 億美元)，印方享

70.26 億美元順差。阿聯係印度第 3 大

貿易夥伴，印度亦係阿聯第 2 大貿易

夥伴國。（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將擴大與緬甸進行經貿、能源及

農業合作事 

印度外交部部長 Ms Sushma Swaraj 及

緬甸外交部部長 Mr U Wunna Maung 

Lwin 於今年 7 月 16 日在新德里共同主

持第 1 屆印緬聯合諮商委員會議，就

強化經貿、投資、能源、科技、教育、

農業、運輸之合作達成具體共識。緬

方歡迎印度企業來緬投資港埠、電

力、農業、森林、礦業、石化、天然

氣、基礎建設等領域，另印方盼緬同

意印度銀行至緬甸設立分支機構。二

國中央銀行將研議簽署能力建構合作

備忘錄，印度將協助緬方管理外匯資

產及重建銀行體系。 

印度同意提供緬甸 5 億美元貸款以進

行電力、通訊及鐵公路建設，另為促

進交通網絡便捷化，雙方研議興建連

接印度 Mizoram 州至緬甸 Sittwe 港之交

通系統，並改善連接印度 Manipur 州經

緬甸至泰國 Mae Sot 之公路。二國已自

上年 11 月起開航德里-仰光直飛航

班，印度商工總會、印度工業總會亦

已籌組貿訪團赴緬參展。二國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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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產業公協會互訪及進行商機交

流。印度另將提供 500 萬美元在仰光及

Sittwe 港建設農業研究中心、稻米園

區、學校、橋樑等設施。緬甸另規劃

與印度 Manipur 州簽訂 200-300 萬瓦之

購電合約，雙方亦將合作開發再生能

源，並在東協及孟加拉灣經技合作組

織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架構下深化合作關係。 

2014-15 財政年度印緬雙邊貿易額為

20.05 億美元，印方有 4.58 億美元逆

差，其中印對緬出口 7.74 億美元，主

要項目為醫療治劑、供電設備、石化

產品等；自緬進口 12.32 億美元，主為

豆類種子、羊毛、杏仁、核桃等產品，

其中豆類種子、羊毛之進口額分別為

8.14 億美元、3.35 億美元，佔整體進口

額之 40.06%、16.71%。（駐印度代表處

經濟組） 

印度與尼泊爾簽署共同興建輸油管線

合作備忘錄 

印度石油及天然氣部部長 Dharmendra 

Pradhan 於今年 8 月 23-25 日訪問尼國

首都加德滿都，與尼方商業部部長

Sunil Bahadur Thapa 討論二國能源合作

事宜，並與尼方簽署合作備忘錄，以

建造銜接印度 Bihar 州 Raxaul 與尼國

Amlekhgunj 二地之輸油管線，擴大向

尼國提供汽油、柴油、煤油等能源。 

尼國係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中段之內陸

國，對外交通不便，經濟上長期依賴

中國大陸及印度援助。 

該輸油管線全長 41 公里，其中 2 公里

位於印度境內，39 公里位於尼國境

內，總建設費用預估 20 億盧比(約 3,000

萬美元)，將由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Corp)負擔，並負責規劃與施工，工期

30 個月，尼國石油公司(Nepal Oil Corp)

將 投 資 7.5 億 盧 比 興 建 尼 國 端

Amlekhgunj 之儲油設施，全線完工後

尼方須向印方至少購油 15 年。 

2014-15 財政年度印度與尼泊爾雙邊貿

易額為 51.96 億美元，印度享 39.16 億

美元順差，其中印對尼出口 45.56 億美

元，主要項目為石油、天然氣、稻米

等；自尼進口 6.39 億美元，主要為水

力發電電力、礦物、紗等；尼國係印

度第 38 大貿易夥伴。（駐印度代表處

經濟組） 

歐盟將自今年 8 月 21 日起禁止印度產

製之 700 餘項學名藥在歐盟 28 個會員

國市場銷售 

歐盟執委會日前接受歐洲藥品管理機

構(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建議，自

今年 8 月 21 日起禁止印度產製之 700

餘項學名藥在歐盟市場銷售，主因印

度藥物檢驗製劑公司 GVK Bioscience

公 司 遭 發 現 在 生 物 等 效 性

(Bio-equivalence)臨床試驗時有操縱數

據之嫌，該試驗主要目的係評估藥物

之有效成分、人體吸收速度及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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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與原廠藥物相當。 

在歐盟發布禁令前，比利時、法國、

德國、盧森堡已於上(2014)年 12 月份

禁止上述藥物在其境內販售。法國藥

品管理局 (Agency for Medicinces and 

Health Products Safety)亦說明於上年 5

月查核 GVK 公司時已懷疑臨床試驗數

據遭竄改。英國藥品及健康照護產品

管 理 局 (Medicinc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則表示仍支

持印度產製之藥品在英販售，並說明

目前尚無具體證據顯示已在英國銷售

之印度製藥品有安全性問題或無療效

情形，惟因英國係歐盟成員，未來將

遵行歐盟執委會公佈之禁令。GVK 公

司則對歐盟決定表示失望，該公司將

請印度政府盡速協助因應。 

印 度 藥 品 外 銷 推 廣 委 員 會

(Pharmaceuticals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 of India)秘書長 P V Sppaji 說明

印度目前每年學名藥品之出口達 154

億美元，未來因該禁令可能造成 10 億

美元之損失，包括 Dr Reddy’s, Cipla, 

Ranbaxy, Lupin, Wockhardt, Microlabs, 

Mylan 等知名公司均將受影響。（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研議建立鈾礦戰略儲備以確保核

能發電所需原料 

印度為維持經濟穩定成長，確保國內

能源安全，近期積極擴充核能發電核

廠，並訂 2050 年前將核能發電量佔總

發電比率由目前之 2%提升至 25%。為

使核能發電所需之鈾燃料供應無虞，

政府正研議建立 5,000-1,5000 公噸之鈾

礦戰略儲備，目標係於鈾礦貿易中斷

後仍可維持核電廠運轉 5-10 年。印度

現有 1,252 公噸鈾礦庫存，核能發電年

須用鈾 650 公噸，約可供應核電廠 2

年所需。 

印度目前向俄羅斯、澳洲、加拿大採

購鈾礦，今(2015)年 7 月 7-8 日總理莫

迪出訪哈薩克時簽訂每年 5,000 公噸之

購鈾合約，以增加鈾礦進口來源。依

據印度電力部統計，目前印度之火力

發電量為 189,498 百萬瓦，佔全國總發

電量 272,687 百萬瓦之 69.5%；核能發

電量為 5,780 百萬瓦，佔全國總發電量

之 2.1%；水力發電量為 41,632 百萬瓦，

佔全國總發電量之 15.3%；風力、太陽

能等再生能源發電量為 35,777 百萬

瓦，佔全國總發電量之 13.1%。（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日本可能同意印度核電廠針對日製核

反應爐之核廢料進行再處理 

日本政府可能改變長期來之核能政策

立場，同意印度核電廠針對日製核反

應爐產生之核廢料進行再處理，此將

有助二國儘速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

定，並助益日方核能技術輸出及商業

利益。 

印、日自 2010 年展開民用核能合作協

定談判後迄未達成共識，日方可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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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長期來不與「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非締約國進行技術合作之立場，繼美

國、加拿大、澳洲等國之後與印度簽

訂民用核能協定。 

印、日談判之癥結在於日本要求印度

提供核廢料年度處理報告以供日方監

測，亦要求訂定倘印方進行核武試爆

將終止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之條款，惟

印方均不表同意。印方認為核廢料經

再處理後可供作輕水式核電廠燃料，

且印方定期向國際原子能總署提供核

物質庫存報告，基於主權國家立場，

無法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此與印方在

2010 年與美國簽署核廢料再處理協定

之立場一致。 

因日本業者在核子反應爐關鍵零組件

之生產及技術開發具全球領先優勢，

美、法等國之核電廠商均大量採用日

製組件，倘印、日無法簽署民用核能

合作協定，不但使日本供應商無法進

入印度市場，印方亦無法向其他國家

核電供應商採購使用日製零組件之產

品，對印度核電發展不利。 

日本自 2011 年福島核災後已與俄羅

斯、英國、土耳其、越南、約旦、哈

薩克等國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惟

均未同意上述國家可針對核廢料進行

再處理。（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將依據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之

裁決取消禁止美國禽肉進口之措施 

美國針對印度以美國發生低病原性禽

流感而禁止美國禽肉輸入之措施，於

2012 年 3 月 6 日向 WTO 爭端解決機構

提請處理，諮商未果後，美方要求成

立爭端解決小組並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獲同意，2014 年 10 月 14 日爭端解

決小組完成判決報告裁定印度敗訴，

須修改不符 WTO 規範之措施。惟印度

不服判決結果，於今（2015）年 1 月

26 日上訴，今年 6 月 4 日 WTO 上訴機

構裁定印度應依據動植物檢驗檢疫協

定（SPS Agreement）修正不符規範之

措施。 

印度商工部表示將依據 WTO 上訴機構

之裁決，取消禁止美國禽肉輸入之規

定，並已著手與印度農業部洽商相關

執行細節。印度禽肉消費量近年來持

續成長，由 2013 年之 345 萬噸增長至

2014 年之 372 萬噸，而美國係全球最

大禽肉出口國，印度係美國最重要市

場之一。 

印度商工部表示目前印、美雙方對貿

易議題之溝通與協商係經由貿易政策

論壇（Trade Policy Forum）之機制進

行，並設立農業、投資、創新研發（智

財權）、服務業、關稅及非關稅障礙等

5 個小組（Focus Group）負責細部內容

之研擬與討論。2014-15 財政年度印美

雙邊貿易額達 642.6 億美元，美國係印

度第 2 大貿易夥伴，亦為印度之最大

出口市場（出口額達 424.5 億美元）及

第 5 大進口來源（進口額達 218.1 億美

元）。（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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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與美國簽署「外國帳戶稅收遵從

法 （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印度財政部稅收部門次長 Shaktikanta 

Das 與美國駐印度大使 Richard Verma

於今（2015）年 7 月 9 日在新德里簽署

雙邊「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並訂今

年 10 月 1 日生效實施。D 次長表示透

過定期自動交換國人海外帳戶及所得

收入資訊，將有助抑制逃漏稅行為、

提升稅務透明度及健全稅制。 

美國自 2010 年起陸續與各國簽署

FATCA，該法案已漸成為國際間合作

打擊海外逃稅之標準與機制，目前美

國已與 110 國簽署 FATCA。（駐印度代

表處經濟組） 

索尼集團(Sony)與我國鴻海科技集團

合作在印度生產電視機 

日本索尼集團委託我國鴻海集團子公

司 Competition Team Technology（India）

於印度清奈 Sriperumbudur 廠代工生產

之電視機將於 2015 年 8 月正式出貨，

初期產品為 43 吋 Bravia 品牌電視機，

未來將逐步擴充至 26-43 吋產品線，代

表索尼集團自 2004 年關閉印度工廠後

決定重啟在印度製造之重大決策轉

變。 

索尼印度公司執行長 Kenichiro Hibi 表

示印度已成為該集團全球第 4 大市

場，僅次美國、加拿大、日本，有鑒

於印度市場重要性及印度政府積極推

動「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政策，

索尼集團已決定加速在印度生產製造

之佈局，除與我國鴻海集團合作生產

電視機外，目前正積極評估在印生產

智慧型手機之可行性，以增加產品成

本競爭優勢及爭取龐大市場商機。2014

年該公司在印營業額為 1,060 億盧比，

其中電視機及智慧型手機產品貢獻各

占 40%。 

隨印度經濟成長及購買力快速增加，

電視機係印度消費性電子產業市場成

長最快速商品之一，目前印度電視機

市場年產值約 2,000 億盧比，平均年成

長率達 20%。索尼在印度市場面臨韓

國三星、樂金、印度 Videocon 等品牌

之激烈競爭，且該 3 家公司均已在印

度生產製造，促使索尼須加速在印投

資佈局以維持商品競爭力。（駐印度代

表處經濟組） 

鴻海科技集團與印度 Maharashtra 州簽

署投資意向書 

鴻 海 科 技 集 團 郭 台 銘 董 事 長 與

Maharashtra 州州長 Devendra Fadnavis

州長於 2015 年 8 月 8 日在印度孟買簽

署投資意向書，鴻海集團宣布未來 5

年內將在 Maharashtra 州投資 50 億美元

設立研發中心及生產工廠，生產項目

包括電子產品、行動裝置、半導體、

薄膜電晶體顯示器等。郭董事長表示

該州為印度金融及服務業中心，平均

國民所得及購買力高，並具豐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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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優勢，係結合印度軟體研發實力

及鴻海硬體製造能量之最佳地點。F 州

長同意提供鄰近孟買或普內地區約

1,500 英畝土地供鴻海使用，並稱鴻海

投資案係印度總理莫迪推動「在印度

製造（Make in India）」及「數位印度

（Digital India）」政策以來最大之製造

業投資案，預估將為當地創造 5 萬個

就業機會。 

Maharashtra 州近期已獲多家大型外商

青睞及投資，如美商通用汽車宣布將

投資640億盧比擴充其Talegaon 廠區產

能、克萊斯勒將投資 170 億盧比於普內

設立新產線、Blackstone 將投資 450 億

盧比於孟買資訊科技園區、可口可樂

將投資 50 億盧比於 Chiplun 地區設

廠。（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公佈建設 98 個智慧城市（Smart 

City）清單 

推動建設 100 座智慧城市係印度政府

核心施政計畫之一，印度都市發展部

（Ministry of Urban Developemnt）經年

餘規劃，今（2015）年 8 月底正式公佈

98 個智慧城市規劃清單，該清單係由

各州政府依相關評鑑指標提報並經該

部審核通過，其中 Uttar Pradesh 州共 13

個城市入選，排名第 1，次為 Tamil Nadu

州（12 個）、Maharashtra 州（10 個）、

Medhya Pradesh 州（7 個）、Karnataka

州（6 個）及 Gujarat 州（6 個），其餘

各州及特別行政區至少均有 1 個城市

入選。另所餘 2 個城市名額將分配予

Uttar Pradesh 州及 Jammu and Kashmir

州。 

該 98 個入選城市包含 24 個州政府首

邑、24 個工商城市、18 個文化及觀光

城市、5 個港口城市及其他以教育、醫

療或健康照護產業為主之城市。依人

口數區分，其中 10 萬人以下之城市計

8 個、10 萬至 50 萬人之城市共 35 個、

50 萬至 100 萬人計 21 個城市、100 萬

至 250 萬人計 25 個城市、250 萬至 500

萬人計 4 個城市、超過 500 萬人計 5

個城市（德里、清奈、海德拉巴、亞

美達巴、孟買）。 

印度聯邦政府已匡列 4,800 億盧比預算

於未來 5 年投入智慧城市建設工作，

各智慧城市首年將獲補助 20 億盧比，

另各州政府亦須透過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及舉債方式共同投

注 4,800 億盧比，並成立單一窗口以加

速各項行政作業流程，進一步帶動民

間企業投資，共同推動建設計畫。 

印度智慧城市之重點計畫以水資源管

理、環境衛生、廢棄物管理、大眾運

輸系統、平價住宅、能源供應、資通

訊網路佈建等基礎建設為主，將衍生

龐大商機與投資機會，印度政府亦將

積極對國內外招商。（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商工部與世界銀行合作進行印度

各州經商環境改革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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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為改善總體經營與投資氛圍，促

進各州推動政經改革及創造具競爭性

之招商環境，聯邦政府商工部與世界

銀行合作進行印度各州經商環境改革

評比報告，依據 8 大類共 98 項指標盤

點各州於今（2015）年 1 至 6 月之工作

與改革績效，以檢討各州改善經商便

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情形。該

調查報告已於今年 9 月 14 日公佈，整

體經商便利度排名首位為 Gujarat 州，

第 2-10 名依次為 Andhra Pradesh、

Jharkhand 、 Chhattisgarh 、 Madhya 

Pradesh 、 Rajasthan 、 Odisha 、

Maharashtra、Karnataka、Uttar Pradesh

等州。 

各項評比指標排名情形如下：（一）開

辦企業便利度（setting up a business）前

3 名 為 Punjab 、 Andhra Pradesh 、

Chhattisgarh 州；（二）環境法規完整性

及申請程序便利度（ complying with 

environment procedures ） 前 3 名 為

Gujarat、Andhra Pradesh、Rajasthan 州；

（三）基礎設施完整性及取得便利度

（obtaining infrastructure related utilities）

前 3 名為 Maharashtra、Gujarat、Madhya 

Pradesh 州；（四）行政稽查作業透明度

及效率（carring out inspections）前 3 名

為 Jharkhand、Gujarat、Andhra Pradesh

州；（五）用地取得及建築許可核發效

率 （ allotment of land and obtaining 

construction permits）前 3 名為 Madhya 

Pradesh、Gujarat、Maharashtra 州；（六）

勞動法規完整性及透明度（complying 

with labour regulations ） 前 3 名 為

Jharkhand、Gujarat、Chhattisgarh 州；（七）

財產登記與稅務資訊透明度及便利度

（ registering and complying with tax 

procedures）前 3 名 Karnataka、Andhra 

Pradesh、Rajasthan 州；（八）執行契約

（ emforcing contracts ） 前 3 名 為

Maharashtra、Madhya Pradesh、Gujarat

州。 

該報告顯示印度各州之經商便利度仍

待大幅改善，總排名居首之 Gujarat 州

得分為 71.14%，尚未達領先指標門檻

（75%）。另指出各州亟待改善之項目

包括政府電子化及數位化服務、勞動

檢查、建築執照核發、土地資訊透明

及公開度等。印度商工部強調該報告

將可刺激各州加速推動改革及檢視其

經濟施政成果，盼持續改善投資經商

環境，期使印度在世界銀行之全球經

商便利度評比躍入前 50 名。（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 Tamil Nadu 州、Uttar Pradesh 州、

Maharashtra 州、Gujarat 州近期舉辦之

招商活動及吸引重要外資 

Tamil Nadu 州州長Ms J Jayalalithaa 於今

年 9 月 9-10 日於清奈舉辦「全球投資

者大會（Global Investors Meet）」，邀請

印度及各國企業代表出席，計簽署 98

件投資意向書，宣布投資額達 2 兆盧

比，將集中於製造業、能源、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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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資訊科技、車輛等領域。我台達

電子公司及製鞋大廠豐泰企業集團亦

分別與該州簽署投資備忘錄，台達電

子表示將投資 400 億盧比在 Hosur 地區

建立生產工廠，可望創造 5,000 個就業

機會；豐泰集團預定投入 46 億盧比在

Cheyyar 及 Bargur 二地擴建 2 座新廠，

將創造 10,000 個就業機會。其他受矚

目之投資案包括印度 Adani 集團預定

投資 1,500 億盧比興建發電廠及碼頭設

施、美國 SunEdision 預定投資 1,200 億

盧比建立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廠，另印

度 Mahindra & Mahindra、日本 Yamaha、

印度 TVS Motor 等車廠將分別投資 400

億、150 億、80 億盧比擴建新廠。 

Uttar Pradesh 州州長 Mr. Akhilesh Yadav

於今年 9 月 11 日在孟買舉辦投資商機

說明會，吸引 3,300 億盧比投資計畫，

以資通訊科技、電子製造、食品加工、

基礎建設、能源、化工等產業為主，

包 括 Reliance Jio 、 LG 、 ITC 、 Idea 

Cellular 、 Godrej Agrovet 、 Toshiba 

Power、Kanodia Group 等大型印度與外

國企業均提出具體投資計畫。 

Maharashtra 州 州 長 Mr Devendra 

Fadnavis 於今年 9 月 8 日赴日本進行招

商，並與日商 A S Brain、A2Care、

ElecTrike 簽署投資備忘錄，投資項目

包括基礎建設、資訊科技、醫藥生技、

電動三輪車等領域。該州將與日本貿

易振興機構（JETRO）合作成立單一窗

口，以整合提供日本投資者來印發展

所需資訊與協助。 

Gujarat 州州長 Ms Anandiben Patel 於今

年 9 月 16 日接見來訪之中國大陸廣東

省省長朱小丹一行，雙方企業共簽署

15 項合作備忘錄，合約金額達 5 億

9,000 萬美元，涵括基礎建設、能源、

農業、資訊科技、電子製造、醫藥生

技等領域。另中方宏達創建公司將與

該 州 Payal Properties 公 司 合 作 於

Bharuch 地區開發工業園區。 

印度商工部部長 Ms Nirmala Sitharaman

於今年 9 月上旬會晤印度企業領袖

時，再次籲請產業界加強投資及掌握

印度市場之人口紅利優勢，渠認為在

莫迪總理積極推動各項經改措施後，

今年度印度之全球經商便利度評比名

次將大幅躍進。 

印度財政部部長 Mr Arun Jaitley 於今年

9 月中旬赴新加坡及香港招商時表

示，印度政府正針對勞工、稅制、電

力供應、土地、行政體系等 5 項關鍵

議題進行大幅改革，盼加速吸引國內

外企業及法人投資機構擴大投入印度

之基礎建設、鐵公路運輸產業及資本

市場。 

在鬆綁外人投資限制方面，印度政府

正持續放寬外商投資私人銀行、廣播

事業、衛星電視頻道、電纜網路等領

域之持股限制及簡化有關審核程序，

以提高外商投資意願，並營造具全球

競爭力之產業發展環境。（駐印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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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經濟組） 

農民火耕霧霾籠罩新德里 空氣品質

惡化 

隨著逐漸邁入冬季，印度新德里的空

氣就會因街頭遊民和警衛焚燒垃圾取

暖帶來的煙霧引發嚴重空氣汙染，但

現在因為旁遮普省農民燒稻草，讓空

氣品質惡化提早到來。 

根據美國駐印度大使館這幾天在官網

公布的空氣汙染指數 PM2.5 數據，從

10 月 30 日的 201 直線飆升，在 10 月

31 日和昨天分別達到 263、288，今天

凌晨更達到 297，屬於「非常不健康」

的紫色警戒狀態。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今天

報導，從 10 月 31 日開始，新德里的空

氣品質就急遽惡化到「非常差」的狀

態，印度氣象單位人員並呼籲，兒童

最近不要在戶外活動。 

氣象官員說，最近新德里空氣品質急

速惡化，主要是外部汙染源入侵。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地球觀

測系統數據和資訊系統（EOSDIS）前

天的衛星圖顯示，在旁遮普省（Punjab）

和哈雅納省（Haryana）北部出現一大

片火點，還可看到大火產生的煙霧籠

罩在包括印度首都特區的北印度一大

片地區。 

由於每年 10 月到 11 月初，印度旁遮普

等地農民為種植冬季和早春作物而進

行播種的季節，對農民最方便且便宜

的方法就是放火把田裡殘餘的稻作和

雜草一起燒掉，然後播種。 

因此，根據 NASA 的地圖等相關資料，

旁遮普省大約從10月10 日開始出現火

點，到 10 月 30 日達到最高峰，過去 3

天火點更是急速增加。 

農民火耕引發的霧霾，讓原本就是全

球空氣汙染最嚴重的新德里，空氣品

質狀況更加惡化。 

雖然旁遮普省曾提供補助給農民購買

的播種機和碎草機（shredder），同時對

持續火耕的農民進行警告和威脅起

訴，但收效不大。 

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報告指出，

新德里因為垃圾焚燒等問題，是全世

界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央社駐

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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