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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 2016-17年度預算摘要 

 

 經濟成長率：印度 2015-16年度經

濟成長率預估為 7.6%，其中農業部門

成長率為 1.1%，產値佔 GDP 比重

17.5%；工業部門成長 7.3%，佔 GDP

比重 31.8%（製造部門佔 17.4%）；服

務業部門成長 9.2%，佔 GDP 比重

50.7% 。 2016-17

年度經濟成長率

預估介於 7-7.5%。 

 通貨膨脹：由於國際油價及商品

價格持續下跌，印度躉售物價指數

（WPI）自 2014 年 11 月起呈現負成

長， 2015-16 年 WPI 指數平均為

-2.8%，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平均

維持約 4.9%，通膨情形相對穩定並在

政府控制範圍內。 

 國際貿易：2014-15年度印度貿易

總額為 7,645 億美元，較上年衰退

8%，2015-16年度受全球市場需求持續

不振及原油與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影

響，印度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之貿易總額為 5,421 億美元，其中出

口為 2,17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17.65%；進口為 3,245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衰退 15.46%；累計貿易逆差為

1,068億美元，衰退 10.63%。 

 印度盧比匯率：2014-15年度美元

兌盧比平均匯率為 1:60.92，2015 年 4

月-2016年 1月平均匯率為 1:65.04，至

2016 年 3 月美元兌盧比匯率續貶至

1:68，盧比貶值主因美國經濟表現好轉

及亞洲國家貨幣競貶以刺激出口等影

響。 

 外人直接投資（FDI）：2014-15年

度印度 FDI 流入達 309 億美元，較上

年成長 27%；2015年 4 月至 12月 FDI

流入達 29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40%，顯示各國企業對印度市場之高度

興趣及印度政府招商成果。 

 歲入及歲出：2016-17年聯邦政府

總預算規模為 19 兆 7,800 萬盧比。在

歲出部分，計畫性支出佔 5.5兆，其中

聯邦政府計畫預算佔 3.08 兆、補助州

政府計畫支出佔 2.42 兆；非計畫性支

出佔 14.28 兆，其中利息佔 4.92 兆、

補貼佔 2.5 兆、國防支出佔 1.62 兆、

退休金佔 1.23 兆。在歲入部分，淨稅

課收入為 10.66兆、非租稅收入為 3.23

兆、公債 5.88兆；在租稅收入項目中，

公司稅佔 4.93兆、所得稅佔 3.53兆、

中央貨物稅佔 3.18兆、關稅佔 2.3兆、

服務稅佔 2.3 兆。2016-17 年度財政赤

字目標為 5.34 兆盧比，佔印度國內生

產總值之 3.5%。 

 所得稅（Income tax）： 

1. 個人所得稅稅率及級距維持不

變，如下表： 

稅率 課稅所得級距（盧比） 

0 250,000以下 

10% 250,001-500,000 

20% 500,001-1,000,000 

30% 1,000,000 以上 

2. 課稅所得超過 1,000 萬盧比以上，

附加稅（Surcharge）由 12%提高至

15%。 

3. 課稅所得低於 50 萬盧比以下，退

稅上限由 2,000 盧比提高至 5,000

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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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稅（Corporate tax）： 

1. 公司稅稅率變動如下： 

公 司

型 態 
稅 率 資 格 

小 型

企 業 
29% 

年 營 業 額 低 於

5,000萬盧比 

新 創

製 造

型 企

業 

25% 

從事製造業且公司

註冊日期在 2016年

3月 1日之後 

其 他

企 業 
30%  

外 國

企 業 
40% 

外商設立公司型態

屬分公司、專案辦

公室類型 

2. 2016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間設立

且符合新創企業（Startup）資格得

享 5 年內任 3 年之 100%利潤扣除

額抵減。 

3. 企業海外專利收入課徵稅率為

10%。 

4. 防 杜 避 稅 條 款 （ 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將於 2017年

4月 1日實施。 

 關稅（Customs duty）： 

1. 基本關稅稅率及教育捐分別維持

在 10%及 3%。 

2. 貨物稅： 

(1) 中央附加加値稅（CENVAT）

基本稅率維持 12.5%。 

(2)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針對車

體類型及引擎排放量課徵

1-4% 不 等 之 基 礎 設 施 捐

（Infrastructure cess）。 

3. 服務稅： 

(1) 服務稅（Service tax）及環境

清潔捐（Swachh Bharat cess）

分別維持在 14%及 0.5%。 

(2) 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新增農

業 福 利 捐 （ Krishi Kalyan 

cess），稅率為 0.5%。 

 重點施政計畫 

1. 農業：印度政府在本年度預算案將

重點資源投入農業部門，具體計畫

包括：(1)執行總理灌溉計畫（Prime 

Minister’s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cheme），擴大全國灌溉系統面積

至 285萬公頃；(2)挹注 2,000億盧

比設立長期灌溉基金（Long Term 

Irrigation Fund）；(3) 投入 600億盧

比建立地下水資源管理系統；(4)

推動土壤健檢計畫；(5)3 年內設立

2,000 個肥料零售據點；(6)推廣有

機農業；(7)建立農產品線上銷售市

集；(8)匡列 1,500 億盧比提供農民

貸款利息補貼。 

2. 鄉村發展：推動計畫包括：(1)匡列

3,850 億盧比執行甘地鄉村就業計

畫（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以提升農民收入、提高鄉村婦女就

業、降低農村人口流失；(2)在 2020

年前規劃建立 300個現代化之鄉村

聚落；(3)2018年 5月前完成全國鄉

村電氣化目標；(4)未來 3 年推動

6,000 萬戶鄉村家庭接受數位能力

學習計畫。 

3. 社會福利：重點計畫包括：(1)匡列

200 億盧比協助鄉村家庭佈建液化

天然氣管線；(2)推動新健康保護計

畫，以提供 100萬戶低於貧窮線之

家庭健康與醫療保障；(3) 透過公

私協力模式推動國民健康診斷服

務計畫；(4)推動銀行每家分行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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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至少協助 2件創業融資案件，將

嘉惠 25 萬家新創企業；(5)推動產

業公協會協助低階與弱勢族群設

立合夥企業；(6)在全國鄉村地區設

立 3,000 家通路供應平價藥品。 

4. 基礎建設：重點計畫包括：(1)匡列

2兆 2,124億盧比投入港埠、水利、

機場、電廠、道路等基礎設施之興

建與現代化；(2)2016-17 年度規劃

興建長度 10,000 公里之高速公

路；(3)與各州政府合作提升機場使

用效能；(4)提供投資誘因投入深海

天然氣探勘；(5)改善公私協力之爭

端解決、信用評等、特許權利等機

制，以恢復企業投入公共建設之信

心；(6)推動智慧城市計畫，針對首

批審核通過之 20 個城市提供第 1

年 20億盧比及後續 3年每年 10億

盧比之補助，以推動水資源管理、

環境衛生、大眾運輸系統、平價住

宅、能源供應、資通訊網路等相關

基礎建設發展。 

5. 製造業：印度政府針對重點扶植之

製造業進行關稅與貨物稅結構調

整，影響範圍包括資通訊、電子、

資本財、國防工業、紡織、燃油、

石化、紙業、造船、車輛等產業，

以提高國內製造業競爭力、降低生

產成本、吸引外國投資及建立符合

「在印度製造」政策目標之產業環

境。 

6. 改善經商便利度：重點工作如：(1)

推動公司法、清算與破產法等之修

正，以簡化公司設立或解散之行政

程序與作業、鼓勵新創企業發展；

(2)推動穩定且可預期之稅制結

構，並修訂爭端解決機制；(3)在主

要港埠及機場推動關務單一窗口

服務；(4)開放外商投資保險及退休

金領域並適用自動核准機制；(5)

提供外國投資人居留身份，以取代

辦理商務簽證。 

7. 人力資源培育：(1)提列 170億盧比

推動技能培育及建立全國技能發

展認證委員會；(2)推廣線上課程以

提供創業教育訓練；(3)成立 100個

就業服務中心；(4)成立 1,500 家技

能訓練機構；(5) 匡列 100 億盧比

成立高等教育貸款機構（Higher 

Education Financing Agency）。（駐

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可望於 2030 年成為全球第

3大經濟體 

據英國經濟學與商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最新研究報告，2030 年印度國內生產

毛額預估達 10.13兆美元，將躍升為全

球第 3 大經濟體，僅次於中國大陸

（34.38 兆美元）及美國（32.99 兆美

元），且預估印度在 2019 年將超越英

國成為大英國協中最大之經濟體。另

中國大陸將在 2029年超越美國成為全

球最大經濟體。 

該報告指出隨印度與巴西經濟表現及

規模之快速成長，預估 2030年印、巴

二國將超越法國及義大利之經濟水

準，八大工業國組織屆時可能接納印

度及巴西之加入而擴大至 10 個會員

國。（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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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預測 2016 年印度經濟

成長率達 7.8% 

 

據世界銀

行最新公

佈之「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2015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為 2.4%，2016 年預估成長至

2.9%；印度於 2015 年之經濟成長率為

7.3%，2016年將成長至 7.8%，蟬聯全

球經濟成長最速之國家。 

 

該報告指出 2016年開發中國家之平均

經濟成長率為 4.8%，金磚國家之中國

大陸成長率為 6.7%、南非為 1.4%、巴

西及俄羅斯分別衰退 2.5%及 0.7%。另

南亞國家之孟加拉為 6.7%、巴基斯坦

為 5.5%，南亞將成為 2016 年全球經濟

成長最速之區域。 

世界銀行分析印度維持經濟成長之關

鍵為因應外部經濟波動之能力、國內

之強勁需求、政府政策支持、低通貨

膨脹率等，另影響印度經濟發展之潛

在風險係全國商品及服務稅、土地徵

收法案之推動進度、國內政黨對重大

法案之共識、基礎建設之支出及執行

效率等，均將攸關印度在 2016年之經

濟表現。（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應用經濟研究院針對印度各

州投資潛力進行評比 

印度應用經濟研究院（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公佈印

度各州投資潛力指數（NCAER State 

Investment Potential Index）報告，在

21 個受評單位中最具投資潛力之前 5

名依序為 Gujarat、Delhi、Tamil Nadu、

Maharashtra、Chhattisgarh，排名最末

為 Jharkhand，次為 Uttar Pradesh、

Bihar、Punjab、West Bengal。該指數

係依據勞工、基礎建設、經濟環境、

政府治理與政治穩定度、經商信心度

等 5項細部指標進行評比。 

各項細部評比結果如下：（一）勞工指

標前 3 名為 Kerala、Tamil Nadu、

Karnataka；（二）基礎建設前 3 名為

Delhi、Punjab、Gujarat；（三）經濟環

境前 3 名 Delhi、Andhra Pradesh、

Maharashtra；（四）政府治理與政治穩

定度前 3 名為 Gujarat、Tamil Nadu、

Madhya Pradesh；（五）經商信心度前

3 名 為 Gujarat 、 Rajasthan 、

Chhattisgarh。該報告並指出貪污、行

政效率欠佳、環評程序繁瑣係在印度

投資面臨之三大障礙。 

另印度商工部與世界銀行於上（2015）

年 8 月針對印度各州之經商便利度共

同進行評比，最佳 5名依序為 Gujarat、

Andhra Pradesh 、 Jharkhand 、

Chhattisgarh、Madhya Pradesh，其評比

方式係檢視各州改善經商便利度之措

施、執行進度與成果，與旨述投資潛

力評比之重點不同。（駐印度代表處經

濟組） 

印度財政部公告「雙邊投資條約」

最新範本 

印度內閣會議於上（2015）年 12月下

旬討論通過「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之最新範本，並於

2016 年 1 月中旬正式對外公告。該範

本共 7章 38條，分為序論（定義、適



 

 

 

6 

用範圍）、締約國規範（標準待遇、國

民待遇、徵收、資產移轉、損害補償、

代位清償、人員進入與停留、透明

度）、投資者規範（遵守法規、社會責

任）、爭端解決（適用範圍、國際條約、

仲裁程序之要件、申請、同意、任命、

利益迴避、撤銷、透明度、舉證責任、

釋義、專家報告、判決、判決之執行、

費用、上訴機制、外交途徑）、締約國

間爭端解決（爭端解決機制）、例外（一

般例外、安全利益）、最後條款（與其

他協定之關係、拒絕授予利益、諮商、

修正、執行、期間與終止），該範本全

文可自印度財政部網址下載：

www.finmin.nic.in/reports/ModelTexInd

ia_ BIT.pdf。 

最新範本較上年 4 月公告之草案已做

調整，包括刪除國際仲裁庭不得質疑

「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解釋權

之規定、國際仲裁庭得檢視印度司法

機關之裁決合理性等，以提供外國投

資人更多保障。另稅務爭議仍排除於

投資協定之適用範圍外。 

印度目前已簽署 83 個雙邊投資協定，

其中 72 個協定已生效實施，未來印度

財政部經濟業務司將依據最新範本與

各國重新議定雙邊投資條約。（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內閣會議批准世界貿易組織

貿易便捷化協定 

 

印度內閣會議於 2016 年 2 月 17 日通

過 WTO 峇里套案之貿易便捷化協

定，將正式向 WTO 秘書處遞交接受

書（instrument of acceptance）。依據

WTO規定，該協定將於獲得三分之二

以上會員批准並提交接受書後生效，

屆時全球貨品出口可望每年增加 1 兆

美元，使全球出口每年成長 2.7%。 

印 度 商 工 部 部 長 Ms Nirmala 

Sitharaman 表示該協定將有助加速貨

品通關、降低貿易成本、提升關務透

明度與效率、建立單一服務窗口及改

善印度經商便利度，印度政府並將成

立全國性之貿易便捷化委員會

（ National Committee on Trade 

Facilitation），由商工部商務部門

（Department of Commerce）次長及財

政 部 稅 收 部 門 （ Department of 

Revenue）次長共同擔任主席，督導關

稅法等相關法規之修法及執行工作。 

該協定提供開發中國家及低度開發國

家特殊及差別待遇，各國可就協定履

行措施提報為 A 類（協定生效後立即

實施）、B類（協定生效後經特定過渡

期後實施）或 C 類（於獲得技術、財

務、能力建構等協助且具執行能力後

實施）義務。依據印度承諾之 265 項

履行措施清單，A類佔 113項，B類佔

152項，B類措施清單設定之過渡期為

5年。（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研議推動服務業貿易便捷化

協定 

印度對第 10屆世界貿易組織（WTO）

部長會議未能針對開發中國家關切之

農產品特別防衛措施機制及公共儲糧

之永久解決方案達成共識甚感失望，

http://www.finmin.nic.in/reports/ModelTexIndia_%20BIT.pdf
http://www.finmin.nic.in/reports/ModelTexIndia_%20B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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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並堅持應持續推動完成杜哈回合

發展議題之多邊談判，反對已開發國

家有意終結杜哈回合且提出全球供應

鏈、電子商務、勞工標準、環境、競

爭政策、投資、國營事業、政府採購

等新議題。印度主張任何新議題之提

出與討論應符合二要件，其一為對全

球貿易具重要攸關性，其二為獲全體

WTO會員國共識同意進行。 

為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及推動全球服務

業貿易自由化，印度另將在 WTO場域

推動服務業貿易便捷化協定，印方認

為服務業自由化為杜哈回合核心議題

之一，主張應將服務貿易協定（TiSA）

相關議題之諮商由目前之複邊談判方

式回歸多邊談判，並藉推動服務業貿

易便捷化協定，促進各國建立便利且

透明之服務業法規架構，以協助全球

服務業發展及貿易成長。 

印度尤關切服務業模式四有關專業人

士跨國移動之自由化，如鬆綁多次入

境或免簽入境之觀光簽證、長期商務

簽證之規範等，印度認為其專業服務

具全球競爭力及輸出優勢，服務業部

門之發展對印度未來經濟成長至為重

要，印度將積極爭取服務業自由化目

標達成並持堅定立場。（駐印度代表處

經濟組） 

印度擬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爭取貸款 

印度總理Narendra Modi於本 2016年 1

月在新德里會晤 AIIB 總裁金立群，表

達印度將全力支持AIIB運作並積極爭

取資金挹注印度基礎建設產業。印度

財政部近日表示將以農業灌溉系統、

鄉村住宅、鐵路設施等 3 項專案建設

計畫向 AIIB 申請融貸，印度有關部會

將儘速完成提案申請工作。 

二、上述 3 項專案均為 M 總理就任後

積極推動之基礎建設計畫，印度農業

部主管「總理灌溉計畫（ Prime 

Minister’s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cheme），預計於 5年內投入 5,000億

盧比改善及擴大全國農業灌溉系統；

印度鄉村發展部負責之「鄉村住宅

（Rural Housing）」計畫規劃於 7年內

在全國鄉村地區興建 2,950 萬棟住

宅，所需經費約 1.83 兆盧比；印度鐵

道部將提出「東西橫貫走廊（East West 

Corridor）」及「東岸運輸走廊（East 

Coast Corridor）」計畫向 AIIB 申請貸

款。 

AIIB 於本年 2 月 5 日公佈 5 位副總裁

名單，印度 Gujarat 州前文官長 Mr D J 

Pandian 出任副總裁暨投資長（Chief 

Investment Officer），其他 4 位副總裁

分 別 為 德 國 籍 Mr Joachim Von 

Amsberg 、 英 國 籍 Mr Danny 

Alexander、韓國籍 Mr Kyttack Hong及

印尼籍Mr Luky Eko Wuryanto。（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依世界貿易組織規範要求與

美國就調高印度人士赴美簽證費

用進行諮商 

美國國會 2015年 12月 18日決議自本

2016年 4月 1日起對 50人以上規模、

且持 H-1B（專業性職業工作人員）及

L-1（公司內部調派人員）簽證員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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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佔總員工數 50%以上之公司，調漲

其新聘印度籍專業人士之工作簽證費

用為 4,000 美元、4,500 美元，目前該

二類簽證申請費用分別為 2,000 美元

及 2,250 美元。 

鑒於印度係美國資通訊科技產業最重

要外包夥伴之一，調漲簽證費將使印

度資通訊產業每年營運成本增加 15億

美元。2013-14年印度籍人士分別佔全

球 H-1B、L-1簽證申請者總數之 67%、

28%。 

另美國係印度資通訊服務業最重要出

口市場，甚具影響力之印度商工總

會、印度工業總會、印度軟體及服務

業協會均認為調漲簽證費將不利印度

專業人士赴美工作，長期而言對印度

企業赴美投資亦產生負面影響。

2011-2013 年印度企業在美投資共 20

億美元，並為美國創造 30萬個工作機

會及貢獻 225 億美元稅收，美方宜再

慎重考慮此舉妥適性。印度莫迪總理

於上年 12月訪美時曾親向美國歐巴馬

總統表達印方關切，惟美方最終仍決

定調漲簽證費。 

印度已於本年 3月 8日依WTO爭端解

決規則要求與美國就本案進行諮商，

印方認為美方措施違反服務業貿易總

協定（GATS）第 3條透明化、第 4條

增加開發中國家參與、第 6 條國內規

章、第 16 條市場開放、第 17 條國民

待遇、第 20條特定承諾等規範，美國

貿易代表署已表示願與印度就有關事

項進行諮商；倘雙方未能於 60日內解

決爭端，印方得要求成立小組以解決

本案。（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訂 2050 年前將核能發電量

佔總發電量比率提升至 25% 

印度自 2014 年 5 月莫迪總理執政以

來，積極推動「在印度製造」、「數位

印度」、「潔淨印度」等政策，惟依經

濟成長目標及目前能源配置模式評

估，預估 2035年化石燃料需求將佔總

能源需求之 87%，二氧化碳排放量將

則較目前排放水準增加 115%。為保持

經濟成長、削減對化石燃料依賴及確

保能源供應安全，印度將持續擴增核

能發電廠及核電比率，盼於 2050年前

將核能發電佔總發電量比率由目前之

2%提升至 25%。 

依據印度電力部統計，2016 年 1 月印

度之火力發電量為 200,740Mw，佔總

發電量 288,004Mw 之 69.7%；核能發

電量為 5,780Mw，佔總發電量之 2 %；

水力發電量為 42,663Mw，佔總發電量

之 15.3%；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發

電量為 38,822Mw，佔總發電量之

13%。2016-17 年度印度已編列 1,168

億盧比（約 18億美元）預算投入核電

領域之技術研發、安全提升、效率改

善、員工健康維護等工作，其中 300

億盧比（約 4.6億美元）將用於協助國

營核電公司（NPCIL）擴充資本，以額

外舉債 1,000億盧比（約 15.4億美元）

興建核電廠，盼於 2035 年前將核能發

電量提升 3倍至 16,100Mw，並於 2050

年前將核電佔總發電比率提升至

25%。 

印度因鈾礦產量不足且未簽署「禁止

核 子 擴 散 條 約 （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長期來無法



 

 

 

9 

向核能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採購鈾礦，核電廠運轉效率低

於 50%。惟自 2008 年起，印度陸續與

美國（2008）、俄羅斯（2009）、蒙古

（2009）、納米比亞（2009）、阿根廷

（ 2009）、法國（ 2010）、加拿大

（ 2010）、韓國（ 2011）、哈薩克

（2011）、英國（2015）、澳洲（2015）

等國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推動

核能之和平用途。目前印度可向哈薩

克、俄、澳、加購鈾，並維持核電廠

平均運轉效率在 80%以上，且持續與

已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之國家討論

可行之鈾礦貿易方案。 

印、美自 2008年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

定後，核能交流日益密切，印方已同

意透過印度國營保險公司承保方式，

降低美國核能設備供應商於核電事故

發生時之賠償風險，亦同意美籍人員

以國際原子能總署名義檢查印度境內

核能設施；惟因印度與日本尚未簽署

民用核能合作協定，美國核反應爐製

造商因大量採用日製關鍵零組件，迄

今仍無法進入印度核電市場。 

印度甚盼美國核電供應商可提供穩

定、安全之核反應爐設備，且印、日

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定亦有助日本業

者進入印度核電市場，目前雖對印度

可否自行處理核能發電廢料問題仍有

歧見，惟日方已展現彈性，並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與印度簽署和平使用核

能合作備忘錄，盼有助盡速簽署民用

核能合作協定。（駐印度代表處經濟

組） 

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小組認定

印度全國太陽能計畫採行之自製

率規定違反多邊貿易規範 

印度為推動經濟發展並減少使用化石

燃料造成之污染，於 2010 年公佈全國

太陽能計畫（Jawaharlal Nehru National 

Solar Mission），訂於 2022 年前達成太

陽能發電 100Gw 之目標，其中 40Gw

電力由屋頂太陽能發電提供，60Gw電

力由太陽能電廠提供，該計畫分三階

段執行，各階段均有自製率規定。美

國認為自製率規定及要求得標商須採

用印度製太陽能電池及模組係違反世

界貿易組織（WTO）規範，於 2013年

2月 6日向印方提出諮商要求。 

因與印度諮商進展有限，美國於 2014

年 4月 14日要求成立本案爭端解決小

組，該小組於 5月 23 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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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沙烏地阿拉伯及我國均

保留以第三方參加諮商之權利。該小

組經審議後於本年 2月 24日認定印度

全國太陽能計畫之自製率規定違反多

邊貿易規範，印方應盡速改正該措施。 

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印度違反 1994年關

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1994）第 3.4

條及 WTO 與貿易有關之投資措施協

定（TRIMs）第 2.1條之國民待遇原則。

印方主張其自製率規定係為履行相關

國際協定及執行印度有關法規，以確

保永續發展，應適用 GATT 1994 第

20(d)條之例外規定；惟小組認為國際

協定須對印度國內法律體系產生直接

效力（direct effect）始可主張適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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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條，未接受印方主張。印方亦認

為自製率措施係因國內太陽能產業產

能不足，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為避免

印度國內市場受進口品影響而採取之

必要措施，符合普遍性及地區性短缺

定義（products in general or local short 

supply），可適用 GATT 1994 第 20(j)

條例外規定；惟小組認為普遍性及地

區性短缺係指透過所有可得來源後仍

無法滿足其地區性或市場需求，不應

擴大解釋為未來可能發生之短缺情

形。鑒於印方未提出市場數據證明發

生短缺狀況，該主張未獲小組接受。 

本案審理期間印方曾就自行限縮自製

率規範與美方協調，表示僅政府補貼

之太陽能設備標案須符合自製率要

求，民間企業之交易及取得已獲政府

標案廠商之轉包合約均不受限制，惟

未獲美方接受。印度新型及再生能源

部已表示印方仍將維持現行自製率規

定，不受爭端解決小組報告影響，並

將提出上訴。（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阿拉伯聯合於本年 2 月 10-12 日

訪問印度 

 

N王儲應印度總理Narendra Modi邀請

於本年 2月 10-12 日訪印，進一步深化

雙邊經貿、投資及能源合作。二國共

簽署貿易、投資、金融保險、換匯、

文化、網路、太空科技等 7 項合作備

忘錄及再生能源合作架構協定

（General Framework Agreement on 

Renewable Energy Cooperation）。 

二國並發表聯合聲明公佈具體合作成

果： 

 能源及氣候變遷合作：鑒於阿聯

係印度最重要之原油供應國之一，將

由阿布達比國營石油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及印度戰略石

油儲備公司（Indian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Ltd）研議合資在印度儲備原

油，以確保印度之能源供應安全，二

國並將共同進行原油、天然氣探勘及

人員培訓。另雙方肯定聯合國氣候變

遷綱要公約第 21次締約國大會所採認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之重要

性，將支持國際再生能源總署

（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與各國合作，以減緩氣候變

遷對全球環境之影響。阿聯支持印度

倡 議 設 立 之 國 際 太 陽 能 聯 盟

（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盼該聯

盟與國際再生能源總署發揮合作綜

效。 

 投資合作：阿聯支持印度近年來

積極推動之「起業印度（ Startup 

India）」、「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智慧城市（Smart City）」、「清

潔印度（Clean India）」等重大政策，

資產達 8,000 億美元之阿布達比投資

局將於印度投資 750 億美元，阿聯企

業將擴大在印佈局及參與德里-孟買工

業走廊計畫。印度則將協助阿聯企業

解決在印投資障礙，並協助阿聯興建

發電廠、輸配電設施、鐵公路、都會

捷運、醫院、機場等基礎工程。依印

度統計，迄 2015年 9月底止阿聯累計

在印投資 33.07億美元，占印度所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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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 1.25%，係印度第 10 大外資來源

國。 

 貿易合作：2014-15年度二國貿易

額為 591.68 億美元，佔印度外貿總額

7,583.01 億美元之 7.8%，居第 3 名，

印度享 68.88億美元順差。杜拜經濟委

員會與印度輸出入銀行已於本年 2 月

12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訂定 5 年內將

雙邊貿易額提升 60%之目標。（駐印度

代表處經濟組） 

印度會展產業動態 

 印度盧比連年貶值吸引會展產業

生意上門： 

印度盧比（Indian Rupees）自 2012年

底開始巨幅貶值，造成進口成本大

增、各項投資停滯不前，2016 年 1 月

底甚至達到 1美元兌換 68印度盧比，

創 2013 年以來新低。雖然此間中央銀

行行長拉詹（Raghuram Rajan）表示，

盧比貶值是為了讓經赤字與通貨膨脹

壓力降低，有助經濟力提升。但依進

出口數據顯示，2015 年 1至 11月印度

出口額達 2,430 億 1,072 萬美元，較

2014年同期衰退 17.78%；進口額 3,576

億 303.5 萬美元，亦較 2014 年同期衰

退 16.06%。2015全年台灣對印度出口

亦呈衰退（達-13.3%，較韓國-5.9%、

日本-0.2%、新加坡-3.9%幅度為大）。 

唯印度製造業與服務業成長力道雄

厚，經濟成長率在 2015 第三季較 2014

年同期增長 7.4%，亦較同年第二季增

長 7.1%。在出口一片慘綠的情況下，

其中服務業成長更是一枝獨秀，會展

產業前景更是看好。 

 政策支持、基礎建設薄弱，稅賦

繁雜 限制會展產業發展： 

國際會議協會（ICCA）以全球 111 個

國家和地區年度辦理的會展活動數量

作比較，2014 年印度展會活動排名第

35（116 場次），同期台灣展會活動排

名為第 28（145場次）。以城市別統計，

在全球 365 個城市會展活動數評比

中，新德里排名第 69（台北市排名第

20、高雄市排名第 102），其他印度大

城（孟買、班加羅爾、清奈等）全年

辦理會展數量均落在 200 名以外。 

印度會展產業規模，迄今尚無統計數

據。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對會展產

業可帶來的經濟效益還缺乏整體的認

識，故對此方面統計付之闕如。印度

觀光部會展推廣局（ICPB）於 2007年

間委託學術機構所做的會展研究報告

顯示，印度會展產業平均年營收為 400

至 550億印度盧比（以當年匯率 USD：

INR＝1：45 計算，約為 8.9 億至 12.2

億美元）。此營收約與當年勵展博覽集

團（Reed Group）等國際間名列前茅的

會展公司年營收相當。 

印度發展會展產業的瓶頸，簡言之，

仍舊是政策支持與基礎建設薄弱。會

展推廣局前副局長、現從事旅遊業的

Mr. Chander Mansharamani 直言，政

府、私人公司和公協會應該攜手合

作，一同行銷印度。部分適合發展會

展產業的地區，基礎建設良好，但因

宣傳不足，無論是印度國內外均不瞭

解。他指出，政府推動的增加資源投

入（Marke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市場發展協助）政策（係針對特定外

銷市場或特定外銷產品提供補助），應

該仿效其他國家，編列預算補助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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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業者投標爭取國際會展活動。業

者也指出，目前行銷印度的主軸是

「Incredible India」，更應該加上「Why 

India？」以刺激印度會展業的成長與

國際能見度。 

在獎勵政策力度不足之下，雖然航空

業發展迅速、海運能力強、通訊業發

達，美中不足的則是公路運輸交通秩

序需改善、大眾運輸效率需提升，鐵

路設備需更新，以及供電穩定度需增

加等基礎建設問題，若要使會展產業

起飛，印度政府需要儘速加強政策力

道及改善基礎建設。 

現實狀況雖然不儘理想，但印度政府

發展會展產業信心滿滿。會展局指

出，在許多必要條件的良好配合下，

印度是個舉辦會展活動的絕佳地點，

目前全印首選場地包括新德里 Vigyan 

Bhawan 會議中心、班加羅爾國際展覽

中 心 （ Bangalo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孟買中心飯店

（Centre Point）、孟買萬麗會議中心

（Renaissance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in Mumbai）、海得拉巴國際會議

中心（HICC）、齋浦爾展會中心（JECC 

Jaipur）、印度諾伊達展館（India Expo 

Mart Greater Noida）、鉑爾曼諾富特飯

店（Pullman Novotel）、阿格拉傑皮皇

宮飯店及國際會展中心（Jaypee Hotels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阿

格拉與柯支會議中心（Agra and the 

Cochin Convention Centre）等。 

知名的印度飯店集團如泰姬陵集團

（Taj Group）、ITC 集團、艾美飯店集

團（Le Meridien Hotels）、歐貝羅伊集

團（ the Oberoi's）、萬豪飯店集團

（Marriott Hotels）均提供頂級的國際

會議空間與服務。 

印度會展局也指出，印度政府目前也

補助興建國際會議中心，以及發展相

關觀光服務。業者則指出，目前印度

會展業普遍的問題則在於設施周邊交

通建設不足，縱然有良好的設施，缺

乏便捷的交通則使國際顧客望之卻

步。 

另外，印度繁雜的賦稅制度，對發展

會展產業也有相當大的影響。目前印

度政府的預扣所得稅（TDS）為 10%。

比方說，旅客每筆支付給飯店的費

用，政府以該定價的 10%作為預扣所

得稅，需由飯店業者自聘會計師協助

收取，並由會計師繳交予政府指定之

收稅銀行。業者倡議，辦理花費超過

百萬盧比的會展活動，業者應可另外

享有百萬盧比的免稅額；或者，印度

民眾只要在飯店或機票費用上花費超

過 5 萬盧比，即應享有減稅優惠。業

者指出，如此優惠措施才能提振民眾

在國內辦理會展活動，並促進消費。 

 南印地區2016年主要B2B展覽介

紹： 

1. 印度國際珠寶首飾展： 

印度傳統服

飾搭配珠寶

首 飾 的 習

慣，較其他

國家與地區

更為盛行。

印度的珠寶

文化就如同茂密的印度叢林般既

深且廣，孔雀、蓮花等常見的裝飾



 

 

 

13 

元素經常被運用於珠寶設計。一般

印度女性配戴珠寶或首飾品，不是

以配件計，而是以套計。 

由於過去三年印度盧比大幅貶

值，印度進口未研磨鑽石的金額正

在大幅萎縮，依據印度寶石首飾出

口推廣局（GJEPC）統計，2015會

計年度（2015 年 4 月 15 日起）迄

2016年 1月，印度進口「未研磨及

已研磨鑽石」及「金條」之金額，

以盧比計價衰退較上年同期達

-22.08%，若以美金計價則更達

-27.03%。 

在出口方面，印度珠寶首飾出口品

項包括「未研磨及已研磨鑽石」、

「黃金首飾」、「黃金雕像及金

幣」、「有色寶石」、「銀首飾」等出

口（含複出口）較上年同期，以印

度盧比計價小幅成長 0.39%，若以

美金計價則衰退達-5.95%。若扣除

複出口，則前者衰退-8.69%，後者

則為衰退-14.49%。顯見印度珠寶首

飾市場拓銷成長空間極大。 

每年由亞洲博聞公司印度分公司

主辦的國際珠寶首飾展（Gem and 

Jewellery Indi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是南印地區首屈一指的

B2B展，2016年將於清奈貿易中心

（Chennai Trade Centre）辦理，將

展出超過 400個攤位的珠寶首飾，

預計將吸引超過 8,000 位買主。展

覽時間為 2016年 3月 18至 20日，

歡迎有興趣的廠商直接與亞洲博

聞Mr. Syed Thamim Ahmed 聯繫：

UBM India Pvt. Ltd. ，電話：

+91-44-45530072 至 73，E-mail： 

syed.thamim@ubm.com ，網址：

http://chennai.jewelleryfair.in/ 。 

2. 印度木工機械展：  

印度人口即將於 2016 年突破 13

億，家具需求龐大，印度木工機械

展（IndiaWood）此一雙年展即為因

應此需求趨勢而生，搭配德里木工

機械展輪流在班加羅爾及新德里

兩地展出。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1994 至 1995 會

計年度出口額為 263 億美元，到了

2014年出口額已經增加為 3,217.40

億美元，10 年間出口額增加了

11.23 倍。其中印度製造業（尤其

是家具製造業和人造板加工業）就

是出口帶動生產的結果。自 2009

年起，再加辦德里木工機械展

（DelhiWood）。 

2016年辦理的 IndiaWood仍由班加

羅爾 PDA Trade Fairs 展覽公司主

辦，此次已經是第 9屆。本次展覽

已於 2016 年 2 月 25 至 29 日於班

加羅爾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 Bangalore）舉行，台灣木工

機械協會也組團參展。本次展出項

目包括木工機械、零配件及工具；

林業機械和設備，工具和零配件；

傢俱生產機械、設備和工具及自動

化系統；以及建築裝飾用木料和木

製品等。據主辦單位指出，2014年

該展總共徵集到來自 24 個國家超

過 580家廠商參展，展覽銷售面積

3萬 8,000平方公尺，吸引了 38個

國家、3 萬 2,700 人次買主進場參

觀。印度 27 個州、共有 278 個城

市同業前來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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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IndiaWood 2016 特色包括：計

有超過 4萬名參觀買主登記；來自

40個國家超過 650家參展廠商；還

有 12 個國家館，總銷售面積已經

超過 4萬平方公尺。展場設有家具

交易區，該區還展示最新的家具設

計概念，協助參展者擴張銷售管

道。 

主辦單位所屬WoodNews雜誌也和

印度建築師學會卡納塔克州分會

（Karnataka Chapter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於 2月 26

日舉辦「木材在建築之運用」研討

會。另外，該雜誌也主辦本次展覽

的採購洽談會，採茶會方式辦理，

現場也辦理視訊洽談活動，並於 27

日辦理完畢。採洽會近年辦理得相

當成功，包括印度知名的家具網購

平台 Pepperfry、Urban Ladder，家

具連鎖商 FabFurnish，以及購物平

台 Flipkartc 和 ebay 等與參展廠商

取得合作關係。印度建築師學會也

在展場推出最新家具設計原型參

展。有興趣參加此一雙年展的讀

者，可聯繫 PDA Trade Fairs 展覽公

司，電話：+91-80-25547169，傳真：

+91-80-25542258 ， 或 email ： 

expo@pdatradefairs.com 。 

3. 印度清奈國際工具機展： 

根據 Gardner Business Media 市調

統計，2015年世界工具機生產總值

為 753 億美元，較 2014 年成長

0.3%。2014年印度工具機生產總值

為 6 億 4,530萬美元，較 2013年 5

億 7,600 萬美元成長 12.0%，但仍

較 2012 年之 7 億 9,800 萬美元衰

退。而印度之工具機市場規模在

2015 年估計為 15 億 690 萬美元，

名列全球第 10，次於台灣（18 億

7,720 萬美元），較 2014 年 14 億

1,650 萬美元成長約 6.4%。印度於

2014年進口工具機達 8億 1,110萬

美元，市場占有率為 57%。印度本

土工具機業者由於技術不足、生產

未達規模，超過半數市場仰賴進

口，是我商絕佳的契機。 

印度清奈有「南亞底特律」的稱

號，是印度最大的汽車工業基地，

汽車製造在印度是帶動工具機需

求成長的主力之一。印度清奈國際

工具機展（ACMEE）是雙年展，

是安巴度工業區製造商協會

（AIEMA)及國營中小型企業協會

（NSIC）聯合舉辦，是南印地區最

大的工具機展，迄今辦理第 12屆。

外貿協會每雙年均組團參展。該展

提供綜合加工中心機、各式車床沖

床等、雷射加工機、沖孔機、鈑金

機、焊切機等甚至 CAD/CAM 輔助

系統、CNC 控制器及彈性製造系統

FMS、彈性製造單元 FMC 等廠商

獲取商機的機會。本展將於 2016

年 6月 16至 20日在清奈貿易中心

辦理。 

 結語：印度政府目前正積極在改

善海德拉巴、孟買、德里首都區、班

加羅爾和清奈機場設施，這是提升會

展產業的重要步驟。而打造國際級會

展中心，並鼓勵飯店業者廣設大型會

議場所，能夠讓會展產業再度向上提

升。目前印度發展會展產業瓶頸，仍

然是如何將基礎建設與會展場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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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飯店相結合。另外，著名景點如

泰姬瑪哈陵等地附近，甚至安達曼-尼

科 巴 群 島 （ Andaman & Nicobar 

Islands）等度假勝地也缺乏適當的會展

設施，以使觀光與會展相結合。如能

徹底結合印度豐富的自然人文景觀與

會展設施，加上豐富的外商資金，必

能使印度會展產業蓬勃發展。（台北世

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處） 

印度瑜加產業 

瑜伽起源 

瑜伽（英文：Yoga）是從印度梵語“yug”

或“yuj”而來，為“一致”、“結合”或“和

諧”的意思，探尋「梵我合一」的道理

與方法。瑜伽已有 5,000年歷史，是古

印度六大哲學派別中的一系。而現代

人所稱的瑜伽則是主要是一系列的修

身養性方法，包括強健身體的體位

法、調息呼吸法、調心的冥想法等，

以達身心合一的目的。 

大約在西元前 300 年，印度著名的瑜

伽大聖哲帕坦伽利 （英文：Patanjali）

創作了（瑜伽經），印度瑜伽才真正

成形。在帕坦伽利之前，瑜伽已經有

了很長的實踐期，但是沒有任何人給

瑜伽一個系統的解釋，帕坦伽利開創

了一個整體的瑜伽體系，所以帕坦伽

利也因此被尊稱為瑜伽之祖。 

瑜伽的主要流派 

瑜伽流派眾說紛紜，不過古典瑜伽流

派主要有五個： 

1. 訶陀瑜伽（又稱哈達瑜伽 Hatha 

Yoga）：以極度的呼吸與身體鍛鍊

為主的教派，主要是控制身體和呼

吸，是非常實用的瑜伽。訶陀瑜伽

的訓練包含：身體的姿勢、呼吸和

放鬆的技巧，而這些技巧對神經系

統、各種腺體，和維持生命的內臟

器官都有助益，目的在提升身體的

活力與喚醒能量。 

2. 勝王瑜伽（或稱王者瑜伽 Raja 

Yoga）：勝王瑜伽被視為瑜珈中的

最高境界，Raja在梵文中的意思是

「國王」或「最高權力」。勝王瑜

伽以帕坦伽利的（瑜伽經）為主要

經典，強調八步功法身心並行的鍛

鍊，尤其著重於靜坐與冥想的鍛

鍊，以達到天人合一的三摩地為目

標。 

3. 智慧瑜伽（又稱知識瑜伽 Jnana 

Yoga）：係以理性的思維、邏輯思

辯以探求真理的瑜伽。透過研習知

識以及自己有興趣的經文，還有冥

想，進而達到自知之明。 

4. 至善瑜伽（Bhakti Yoga，又稱虔誠

瑜珈、奉愛瑜伽或虔信瑜伽）：追

求超越情緒、理性純善的道之愛，

以冥想、唱誦、禮拜等嚴謹的宗教

生活態度以及積極行善來達成。 

5. 行動瑜伽（Karma Yoga，亦稱為「業

瑜伽」）：Karma 的字義是〝行為

或業行〞， 著重在身、心的一切

行為上，透過積極入世的一系列實

際行動來達致功德圓滿，印度聖雄

甘地即行動瑜伽奉行者。 

瑜伽的「八支分法」，帕坦伽利在其

瑜伽經中提出了瑜伽的八分支，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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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是瑜伽修習的八個步驟。 

1. 制戒（Yama）：是指外在控制，5

項對他人的道德行為準則。 

2. 遵行（Niyama）：是指內在控制，

5 項對自己的道德行為準則，透過

自律進行自我淨化。 

3. 體位（Asana）：是指瑜伽姿勢。 

4. 調息法（Pranayama）：系統的呼

吸方法，呼吸的控制和能量的處

理。 

5. 制感（Pratyahara）：控制內心讓外

在感覺消失，讓精神不受外部事物

影響而得到解脫。: 

6. 專注（Dharaṇa)：集中注意力不受

外在或內在干擾影響的能力。 

7. 禪宗（Dhyana)：即冥想，不再專

注於單一事項，卻又無所不包。 

8. 三摩地（Samadhi)：建立在禪宗，

透過冥想而自我超越，讓自身與宇

宙融合。 

不管是任何流派的瑜伽，都是透過各

種基本體位姿勢(Asanas)的訓練、調息

的呼吸法及冥想等以達到身心合一效

果。瑜伽姿勢運用古老而易於掌握的

技巧，各流派有不同的基本姿勢。 

印度的瓦難陀瑜伽（Sivananda）流派

有 倒 立 （ Headstand ） 、 肩 倒 立

（Shoulderstand）、犁（Plough）、坐

在向前彎曲（Sitting Forward bend）、

眼鏡蛇（Cobra）、蝗蟲（Locust）、

弓（Bow）、脊柱扭轉式（Spinal twist 

Spinal twist）、烏鴉或孔雀（Crow or 

Peacock）、站立前屈（Standing forward 

bend）及三角（Triangle）等 12個姿勢，

為修練瑜伽的基本姿勢。 

 

       瓦難陀瑜伽門派基本姿勢 

瑜伽逐漸成為世界潮流 

從舊金山到紐約等大都市，瑜伽教學

中心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下自筋疲力

盡的家庭主婦、承受巨大壓力的企業

高階主管到好萊塢電影明星，上至美

國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都加入了

練習瑜伽的行列。隨著世界認知到印

度古老傳統保持苗條身材的瑜伽對健

康的好處，在美國大約有 3,200萬人加

入練習瑜伽的行列，創造出 270 億美

元的產值。 

瑜伽課程已成為蜜雪兒歐巴馬為減少

美國兒童肥胖問題推動的“讓我們繼

續前進！”活動的一部分，結合白宮傳

統的復活節滾彩蛋活動，成為白宮經

常性活動中最大的年度公開活動。 

印度總理莫迪於 2014年 9月到敦促聯

合國宣布 6月 21日作為國際瑜伽日舊

金山瑜伽雜誌於 2012 年所做“瑜伽在

美國”的研究顯示，美國約有 2,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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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練習瑜伽，相較 2008 年的 1,580 萬

人，增加了 29％。瑜伽市場的成長也

反映在該雜誌本身的成長上，該雜誌

成立於 1975 年，它現在已成為有 10

個國際版本的瑜伽雜誌。 

2014 年 9 月印度總理莫迪在聯合國大

會慷慨激昂的演說，敦促聯合國將一

年中最長的白天 6月 21日訂為世界瑜

伽日。莫迪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之後

旋即造訪美國各大城市，適時莫迪總

理正好在禁食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

也納悶他的客人如何僅靠喝溫水和瑜

伽而能夠應付如此密集的訪問行程。 

瑜伽可說是印度給世界最大的禮物，

僅有短短的幾個月時間籌備，即有 177

個國家加入慶祝世界瑜伽日的活動，

共 同 體 驗 拜 日 式 瑜 伽 （ Surya 

Namaskar）。 

 
2015年 6月 21日國際瑜伽日 

印度積極推廣並企圖主導瑜伽市場 

利用先人遺產來行銷數世紀以來一向

是印度政府善於利用的強項，而非僅

是一個噱頭，以商業價值而言，全世

界瑜伽市場規模估計高達 800億美元。 

根據印度政府”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的政策中的報告，印度的健康

產業（wellness industry）市場規模高

達 4,900億印度盧比，其中 40%屬於健

康服務。印度莫迪政府於 2014年 5月

底上台後，旋即於 2014 年 11 月 9 日

成立Ministry of AYUSH（Department 

of Ayurveda, Yoga and Naturopathy, 

Unani, Siddha and Homoeopathy 簡稱

AYUSH），專責阿育吠陀、瑜伽和自

然療法、尤那尼（Unani）、悉達（Siddha）

和順勢療法（Homoeopathy）的研究和

推廣。 

有許多公司也搭著瑜伽的順風車在行

銷推廣上，如印度廉價航空 SpiceJet

配合 2015年 6月 21日的世界瑜伽日，

在其航班上提供 10 分鐘的 3 萬 5,000

英呎的高空瑜伽課程。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練習瑜伽，瑜伽的

相關商品如瑜珈服和瑜伽墊等商品的

市場也快速成長。瑜伽服等運動服裝

是各種服裝產業中成長最快的領域，

市場規模一年達 130億美元。 

不過受到部分宗教和印度政府嘗試宣

稱瑜伽這項古老傳統的所有權，國際

瑜伽日成為國際政治上的爭議。其實

爭議點不在瑜伽的起源，雖然印度目

前 1 億的練習瑜伽人口佔世界總練習

人數 2 億人的一半。但以市場規模而

言，全世界最大的瑜伽市場仍是高達

270億美元的美國。 

相對的，印度的瑜伽市場仍然是一沒

有系統組織的產業，除了少數研究中

心和瑜伽教室外，大部分仍是夫妻經

營的小店。因此，許多人認為印度不

能聲稱是全球瑜伽市場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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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班加羅爾瑜伽服飾新創公司

Proyog 的共同創辦人戴夫班納吉表

示，北美是瑜伽服飾的主要市場，約

佔 70%，其次為英國、澳洲及日本。

印度大約僅占總體市場的 3%到 4%之

間。目前美國和加拿大的牛仔布服飾

也面臨大幅衰退，因為越來越多的父

母穿著瑜伽服去接孩子或購物，因而

創造了“Athleisure”區隔市場。 

瑜伽在印度仍然廣受歡迎，加上瑜伽

與印度教脫離不了關係，所以少數瑜

伽大師因大受歡迎而信徒眾多，但也

經常造成另一層面的問題。如在全世

界號稱於 155 國有 3.7 億信徒的印度

The Art of Living 組織，其創辦人

Gurudev Sri Sri Ravi Shankar 受到許多

信徒愛戴。 

The Art of Living於本年 3月 11日至

13 日在亞穆納河床舉辦大型集會，號

稱有 350 信徒參加。由於未經正式申

請核准辦理，印度政府信誓旦旦將予

以罰款 10 至 12 億盧比。不過事後不

但未見有後續罰款消息，多位印度中

央部會首長包括莫迪政府第二把手財

政部長 Mr. Arun Jaitly 也都親臨會場

致賀。 

印度另一瑜伽大師 Baba Ramdev，除了

偶爾針對時事發表看法外，其實際支

持成立的 Pantajali Ayurved 阿育吠陀

產品公司，利用低價促銷已快速佔有

市場，不過該公司尚有部分產品未獲

得許可。（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

辦事處） 

 

印度淨水設備市場商情 

簡介 

從 2009年聯合國公佈的世界水資源開

發報告中提到，因氣候劇烈變遷，全

球淡水水源已減少近半，以聯合國衛

生組織的統計，有五分之一的世界人

口正面臨飲用水污染問題。 

根據《全球淨水器市場預測和機會：

2018 年》指出，點置系統（POU, 

point-of-use）淨水器市場已經是消費型

電子產品最富吸引力的領域之一，全

球淨水器的市場收入在 2013-18 將有

10%左右的年複合成長率，預計到

2018年底將翻倍成長。 

全球的淨水器產業是分散的，由各自

的區域業者所主導。亞太地區是淨水

器的最大市場，最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和印度的需求強勁。而這些地區的淨

水器市場成長原因包括:國內生產量的

提升、淨水器普及率偏低、和人們對

水與健康有關的意識覺醒。 

市場現況及趨勢 

孟加拉、中國大陸和印度等國家，地

下水含有砷和鉻等物質，威脅居民健

康。依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約 6,000

萬人住在砷汙染區域，約 70萬人因有

毒物質而生病。以此看來，全球淨水

設備的需求趨勢將有增無減。近期全

球淨水產業的四大趨勢為： 

1. 瓶裝水需求降低 

在 2008 年以前，因為可支配所得

較高和便利性需求，全球對於飲水

需求以瓶裝水最高，但經歷金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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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後，消費者開始改變消費模式，

37%的消費者從購買瓶裝水轉換成

可重複使用的水壺。 

2. 環保意識提升 

消費者開始拒絕購買包裝較多的

產品，而改買可重複使用的產品。 

3. 新興市場快速成長 

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大陸、印

度、印尼的平均所得增加，使得生

活環境與水平日漸提高，會花更多

錢在食物及飲用的部分，再加上這

些國家的自來水品質不佳，因此預

估會投資更多在現代化飲水裝置

系統。 

4. 已開發國家仍維持需求 

相較於 2010 年的低潮，到 2015

年，北美和西歐市場的銷售期待會

從谷底攀升。即使這些是已經成熟

的市場，但由於較高的所得和經濟

好轉，再加上原本就有使用濾水器

相關產品的習慣，這些地區仍會是

最密集的濾水器消費者。 

與全球發展趨勢相比，雖然印度人民

都知道水質不佳，但在價格考量下，

不是所有消費者都想購買淨水設備使

用，不過近年來，印度市場透過與國

際大廠的合作，逐步降低淨水設備的

售價，使得中產階層家中擁有淨水設

備的比率提高，為因應缺水問題，這

些淨水設備都設計有較大容量的蓄水

空間，讓消費者在使用時不會面臨淨

水器買了卻無法使用的窘境。 

印度市場規模和需求 

印度各行業的用水量不斷攀升，多種

估計和預測均指出未來幾 10年在農

業、工業和家庭用途的用水需求有增

加的趨勢。預期在 2020 年，印度將被

列入水資源吃緊的國家。 

隨著工業部門的用水需求逐漸上升，

有可能在 2025 年和 2050 年分別提取

8.5%和 10.1%的總淡水量。跟 2015年

工業抽水量占總淡水量的 6%相比，成

長了 4%。 

印度的淨水器市場價格敏感度高，主

要供應商之間競爭激烈。廠商透過技

術投資，用創新產品來吸引消費者。

例如，Eureka Forbes 在 2014年推出了

活動式水淨化系統，約 10元美金的便

利吸管造型濾水器，可隔離 99%的有

害生物。 

目前印度市場雖然是由重力式淨水器

所主導，不過最大的收益來源則是 RO

逆滲透淨水器，由於印度的水質逐日

惡化，預測在未來五年內，RO逆滲透

淨水器將是成長幅度最大的產品。 

依印度各區市場的淨水設備需求占比

來區分（資料來源：Technavio, 2015）： 

 

據估算，印度西部地區包括古吉拉特

州、拉賈斯坦州和馬哈拉施特拉州的

淨水設備占了約近 40%的市場份額，

其次是北部地區。 

印度北部地區的旁遮普州、查謨和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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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米爾州、哈里亞納州、喜馬偕爾州、

北方州、北阿坎德州和德里中央直轄

區，及昌迪加爾則約占近 25%的市場。 

與其他地區相比，印度南部地區的安

得拉州、卡納塔克州、喀拉拉州、泰

米爾納德州和泰倫迦納州所占的比例

就顯得非常少，只有近 10%的市場占

比。 

印度東部的西孟加拉州、比哈爾州、

恰爾肯德州、奧里薩州，以及印度聯

邦屬地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則占了

25%的市場。 

除了有組織的淨水設備業者外，沒組

織的業者也擁有相當的市場占比，它

們更傾向於在銷售 RO 逆滲透及紫外

線淨水器部分，而非離線式淨水器

offline water purifiers）；不過預估在未

來幾年內，此類業者無法繼續與大型

業者在投資研發和創新下競爭，而逐

漸減少。 

印度北部是非常重要的淨水設備製造

區，擁有最高的銷售收入，其次是西

部和南部。馬哈拉施特拉州的淨水設

備銷售量則在德里之後。無論是在印

度的農村或是都市，均有著巨大的市

場潛力。事實上，已有越來越多的企

業特別針對印度農村地區來發展低成

本的淨水器。 

印度市場的淨水器產品 

目前市面上可取得三種類型的點置型

淨水器為：RO逆滲透淨水器、紫外線

淨水器和重力式淨水器，RO逆滲透淨

水器仍是最受推崇的類型，占了印度

市場絕大部分。重力式淨水器也開始

在印度國內受到歡迎，由於其價格實

惠、效率好，而且他們不需靠電力就

能使用，Aquasure 和 Pureit 是這個領

域的知名品牌。 

印度淨水設備的主要供應商 

市場上的業者競爭主要集中在品質、

耐用性、淨水器種類、價格差異和售

後服務。據統計印度市場已銷售近 500

萬台的淨水器產品，創造近 200 億盧

比的收入。以下為印度淨水器設備市

場的主要供應商： 

Eureka Forbes：旗下的 AquaSure（主

推高價產品）、AquaGuard（主推低價

產品）等品牌所推出的 RO逆滲透、紫

外線殺菌淨水器，是目前印度最受歡

迎的產品，其營業額為該市場最高，

估算超過 51億盧比。 

此集團的行銷策略為定期到消費者家

中進行濾心檢測與更換，定期與客戶

接觸，緊緊扣住消費者，讓印度消費

者只要想到濾水器，心中就會浮現

AquaSure、AquaGuard。 

Hindustan Unilever：其公司總部設在孟

買，產品有個人護理用品，如肥皂、

洗滌劑與化妝品等，其淨水器產品主

力放在離線式淨水器，還有少部分的

有線式淨水器產品如Marvella OGT 和

Autofill purifiers系列，年銷售額約 30

億盧比。 

Ion Exchange：該公司在管理水及環境

方面有超過 50年的專業經驗，可為公

司行號、一般家庭及社區提供關於水

部分的整體解決方案，如水處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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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處理、回收和固體廢物管理等。許

多印度國內及海內外的各行業客戶也

已採用其專業設備。 

Kent：企業總部位於孟買，該公司的

願景是讓全世界的人類擁有健康及快

樂的家庭，該公司的 RO淨水器產品在

2010-11年的銷售額有 24億盧比。 

TATA Chemical：其淨水器品牌 Swach

曾贏得 2010年《華爾街日報》亞洲創

新獎的金獎。 Swach 在 Hindi 語中意

指“潔淨”。淨水器利用稻糠和生產拋光

大米的副產品等天然物質製作而成，

可附著在儲水裝置外面，達到淨水目

的。如果淨水器的過濾能力失效，水

流就不會從淨水器中流過，這是防止

不潔的水被意外飲用的一個安全裝

置。 

其他品牌包含Whirlpool、Usha Brita、

Bajaj、Philips 等都有生產淨水器，另

外像 LG、IFB、Godrej、Kelvin 則是針

對德里地區提供淨水設備服務，而

Gilma、Moniba、 Morf、Nasaka 等品

牌則是針對南印的幾個州提供淨水器

服務。 

未來展望 

根據國際「水支援組織」（Water Aid）

的研究，印度各地區水質情況之差，

每年因飲用水污染造成疾病的人數就

高達數千萬，其中兒童死亡人數，更

高達幾 10萬名！ 

除了水質不佳，印度缺水問題也很嚴

重，即便在城市地區，供水幾乎都是

每兩天才供一次水，較富裕者可以在

家中裝有儲水槽來因應需求；但中產

階層的人就得提著塑膠桶去政府水車

提水或抽取地下水維生，水質不佳又

缺水，自然在市場上產生需求，吸引

政府與民間不斷積極投入資源，希望

能夠改善這民生基本的水質問題，目

前印度約有六成五以上的中產階級家

中，擁有淨水器或相關設備，使淨水

設備擁有無限潛力與商機。 

結論 

由於經濟發展，多數國家的一線城市

都有出現民生用水汙染、空氣汙染、

交通壅塞等等「城市病」，再加上近

年來綠色意識在全球風行，解決此類

問題的家用設備銷售量成長動力驚

人，其中又以亞洲市場為甚。 

印度有超過 2.5億個家庭，市場對淨水

器的需求很大，此一事實，也讓國際

性的淨水器業者打算加強力道，占有

印度市場一席之地。（台北世界貿易

中心駐孟買辦事處） 

印度自行車及零配件市場商情 

簡介 

全球自行車發展趨勢隨著近年環保及

健康意識高漲，騎乘自行車逐漸從代

步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中，運動賽事

與休閒樂活帶動騎乘的風氣，快速增

加全球的騎乘人口。全球騎自行車的

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 15%，仍有 85%

的人口商機等待發掘，下表是全球自

行車的生產國整理： 

主要 

生產國 

自行車

產品 

出口 

單價 

（美元） 

全球 

總產量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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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台

灣、日

本、義大

利 

休閒、

競賽之

高級車 

250 以上 10% 

台灣、中

國大陸、

東南亞、

巴西 

休閒及

交通之

中級車 

100~200 35% 

中國大

陸、印

度、東南

亞 

普通車 100以下 55% 

目前全球自行車的市場結構為： 

1. 台灣自行車外銷平均單價 256 美

元，屬中、高級車範圍。 

2. 中國大陸自行車外銷平均單價為

36.6 美元，屬普通車範圍。 

3. 印度自行車外銷平均單價為 25-30

美元，屬普通車範圍。 

截至 2015 年統計，全球自行車年產量

約為 1.2 億輛，其中印度的年產量約占

13.33%，有 1,600 萬輛，年出口額約

5,000萬美元，並以每年 13%的年複合

成長率成長中。而印度由於貧富差距

懸殊，大部分的自行車是載重工具和

交通車，所以鐵製車的重量越重，消

費者就會覺得自行車比較好用、耐

操、耐撞，也會認為是「好貨」，為了

滿足市場需求，印度鐵製車架內常會

增加三層焊接的內套管以增加重量。 

整體來說，印度都市化程度尚低，仍

有約 67%的人口居住在鄉下地區，其

基礎設施差，道路大多沒有柏油或水

泥路面，每當雨季過後，狀況普遍不

佳。因此，印度鄉下地區機動車輛少，

主要以自行車為交通工具。顯示自行

車在印度主要仍被視為交通工具，尚

未進入休閒階段，舉個例子來說：2015

年 9 月印度的北方州政府招聘 368 個

助理，竟有超過 230 萬人應聘，政府

對應聘者的要求也不高，例如只需小

學學歷及會騎自行車，可見其鄉間交

通仍以自行車為主。 

市場規模與趨勢 

印度自行車產業從 1951 年開始發展，

歷經 65個年頭下來，成為印度主要的

創匯產業，目前印度為世上僅次於中

國大陸的第 2 大自行車生產國，也是

第 4 大自行車銷售市場，但目前印度

一年僅生產約 1,600萬台自行車，遠遠

落後中國大陸 8,300萬台的年產量。 

印度國內自行車市場的年銷售量約為

1,750萬輛，印度中低收入家庭仍以自

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在市郊和

鄉鎮地區，傳統耐震、堅固的自行車

仍是最受歡迎的車種，變速型及車身

亮麗的車款也逐漸受到消費者的青

睞，而中國大陸生產的自行車也已逐

步進入印度市場。 

由於印度自行車市場價格敏感度高，

大部分的自行車售價在 3,000 至 6,000

盧比（約合 50~100美元）之間，隨著

印度經濟快速成長，價格在 1萬 5,000

盧比（250美元）以上的高階自行車市

場快速成長，預期印度高階自行車市

場將突破 100萬輛大關；根據 2015年

4月初在印度盧迪安納（Ludhiana）所

舉行的國際自行車博覽會顯示，高單

價的國際自行車品牌和配件已經逐漸

進入印度市場，預計此市場將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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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間大幅成長。 

過去幾年，高階自行車約占印度每年

600 萬輛標準型自行車銷售額的

5%-6%，據了解，六年前 Trek、Tern、

Firefox和 Shimano的經銷商 Firefox在

印度市場推出了高階自行車產品，隨

著近幾年印度自行車市場逐漸成熟，

目前高階產品正以每年 25%至 30%的

速度成長。 

目前印度高階自行車的市場總量約在

35萬輛上下，到 2020 年時這數字可能

將突破百萬大關；其中占比 5%-6%的

高階自行車大多是由知名國際品牌所

進口和經銷，這樣的趨勢吸引了義大

利 Selle Italia 座墊製造商等廠商考慮

進軍印度市場；同時，荷蘭公司Holland 

Mechanics 則對該公司在印度市場的

銷售感到樂觀，並表示為了使銷售成

長、且為機器安裝提供支援服務，該

企業已經在印度盧迪安納當地派駐了

專門的銷售與服務的工程師。 

近年來印度隨著中產階級的年所得提

高，加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許多

父母願意為子女添購玩樂及休閒用的

自行車，通常會由子女先上網挑選喜

歡的車型、顏色，然後再由父母買單，

所以除了交通車外，兒童自行車也是

帶動印度自行車產量增加的原因之

一。 

產業結構 

旁遮普州（Punjab）所生產的自行車零

配件占了印度 80%的總產量。盧迪安

納是自行車的製造基地，每天生產超

過 4-5 萬台的自行車。此城市約略有

3500-4000 間的微型及中小型企業製

造自行車組件，提供約 50萬人就業機

會。 

印度自行車產業為兩層結構，中小型

公司生產自行車的零配件，大型公司

則進行自行車的組裝。有組織的大型

製造企業，會製造自行車的車架、鏈

條，以及輪圈，進而帶動自行車的組

裝和生產。 

在大型自行車製造業方面，以 Hero 

Bicycles, TI Bicycles, Atlas Bicycles, 

and Avon Bicycles 這四大企業為主。這

些公司占印度國內 88%的年生產總

量，剩下 12%的產量則由較小型或是

新業者所生產。 

主要業者 

印度自行車產業由於政府把關嚴格，

制定各項行銷準則，例如：未獲得政

府許可，自行車生產廠商不能隨意提

升價格，不管是獨家代理或是經銷商

的利潤，包括代理商的佣金不應超過

售價的 15%，使印度自行車製造公司

平均僅有約 3%-4%的利潤，過低的利

潤導致無法吸引新業者投入自行車產

業，市場上主要的業者就是 Hero 

Cycles、TI Cycles、Avon Cycles 和 Atlas 

Cycles 等 4 間廠商，而印度自行車製

造中心位於旁遮普州的盧迪安納，這 4

家主要業者皆在此設有工廠。 

1. HERO CYCLES: 

成立於 1956 年，是目前印度最大

的自行車製造商，年產 1,500 萬台

自行車，2014年營業額達 5億 4,000

萬美元，生產基地位於盧迪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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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Cycle隸屬於 Hero 集團，該集

團除了生產自行車外，也是印度最

大機車與電動車製造商，2014年整

個Hero 集團的營業額高達70億美

元，產品出口至美國、德國等 89

個國家。 

2. TI CYCLES OF INDIA: 

成立於 1949 年，主要生產汽車零

配件、自行車、糖和肥料等，其所

生 產 的 自 行 車 品 牌 為 BSA, 

Hercules and Montra，是印度老字

號的自行車製造商，有多項創新產

品如印度第一台山地車（MTB）、

齒輪自行車、淑女車、兒童自行

車，光跑車（light roadster）、碳纖

維車架自行車和印度的第一家自

行車咖啡廳。 

3. AVON CYCLES: 

成立於 1951 年隸屬於 AVON 集

團，主要製造自行車的各種零組件

及成車。 

4. Atlas Cycles:  

主要為製造自行車的各種零組件

及成車，該公司年產量為 400萬自

行車。 

進出口情形 

印度為全球第二大自行車生產地，從

業人數超過 200 萬人，屬於人力密集

的產業，所生產的自行車，平均單價

25-30 美元，最常見車款為鐵製載貨

車，不僅滿足龐大的國內需求，也憑

藉價格優勢打進美國、英國、德國、

義大利等歐洲國家，並將銷售觸角推

向非洲的尼日利亞、肯亞、剛果，以

及亞洲的尼泊爾、斯里蘭卡、馬來西

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印度出口

的車種多半是載重及黑色的自行車。 

印度政府也積極推行退稅措施來促進

自行車出口，目前出口分布為非洲市

場占 54%，其次是南亞 26%，歐洲 14%

及其他國家 6%，而大部分的自行車產

品都是從中國大陸進口，2013-14財報

年度統計進口額為 22 億盧比（約為

3,666萬美元），出口額為 30億盧比（約

為 5,000萬美元）。 

挑戰 

目前印度自行車產業所遭遇到的問題

如下： 

1. 缺乏材料: 印度自行車製造商在取

得鋼架部分的材料沒有問題，但針

對特殊規格的鋁合金零組件、前後

撥鏈器（ derailleur ）、避震器

（ suspension forks ）、 變 速 器

（shifters）等，缺乏相關的供應

商，例如印度不能生產 1毫米厚度

的無縫鋁合金管（1 mm thickness 

AI tubes），而這些材料就需要從中

國大陸進口，然後再進行組裝。 

2. 生產技術落後： 

印度自行車工廠大多仍是以人工

焊接及組裝來生產自行車，品質良

莠不齊，尚未達到國際水準，跟目

前世界上已導入自動化生產的工

廠來比落後許多，為此，印度負責

產品標準和檢測的印度標準局

（BIS）訂出了許多自行車產品的

標準來提升產品品質以符合國際

標準；目前印度方面的研發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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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所以其自行車產業仍以代工生

產為主，在印度當地常常可以看到

前三角為鋁合金材質，後三角為鐵

材質的單避震車，售價約為 35 美

元，顯見印度自行車的生產技術尚

停留在生產低階產品階段。 

SWOT分析 

1. 優勢（Strengths）：印度國內鋼材取

得容易，車架、鋼管皆可自給自

足，勞力充沛，產業聚落集中在盧

迪安納，有利於出口並成為全球採

購中心。 

2. 劣勢（Weaknesses）： 缺乏優質零

組件材料、研發技術落後先進國

家，同時印度自行車產業的經營模

式採取「數大便是美」的策略，只

有強調龐大的生產量，雖具備品質

觀念，但未實際落實，且缺乏自主

研發設計的能力與人才，對於自行

車的基本觀念，舉凡材料類別、精

密度、尺寸規格及 ISO 制度皆不太

熟悉。 

3. 機會（Opportunities）：國際買家看

好印度生產的自行車及配件，下單

量逐年成長，同時印度政府正提供

12.5%的補貼措施給生產鋁合金自

行車廠商。 

4. 威脅（Threats）：從中國大陸進口

關鍵零組件，但印度跟中國大陸在

自行車產業屬競爭關係，一旦中國

大陸漲價或拒絕供貨，會造成印度

製造商成本增加。 

結論 

國際自行車市場前景仍然看好，自行

車功能的要求已由過去的簡單代步朝

向健身、比賽、娛樂、休閒等方向延

伸，即使在發達國家，自行車仍是人

們喜愛的交通工具，然而，自行車產

業屬於勞力密集產業，部分發達或發

展中國家早已不具競爭優勢，全球自

行車產業正處於結構性調整的階段，

而印度市場擁有的人力資源優勢，加

上當地市場的龐大需求量，未來高階

自行車及兒童自行車逐步成為主流，

加上在印度國家政策「Make In India」

的推動下，自行車產業的發展將精采

可期。（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孟買辦事

處） 

印度汽機車零配件市場 

前言 

近年來印度中產階級崛起，所得及購

買力增加，帶動印度汽機車市場快速

成長，消費者貸款買車者眾，2015-16

會計年度印度汽車貸款金額約 218 億

美元，2009-2016會計年度印度汽車貸

款年複合長率 7.78%。 

國際汽車製造業組織（OICA）指出，

印度自 2010年起成為全球第六大汽車

生產國，預計在 2020年躍居第四大生

產國。據印度汽車製造協會（Society of 

India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SIAM）統計，印度於 2014-15 會計年

度共計生產 2,336萬 6,624 汽、機車，

較 FY14 成長 8.68%。預估 FY21 將生

產 1,000萬輛客車、235 萬輛商務車及

3,023.1萬台機車。 

印度的汽、機車產業主要分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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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部 的 Delhi 、 Gurgaon 、

Faridabad─ 車 廠 有 Maruti 

Suzuki、Mahindra & Mahindra（M 

& M)及 Tata Motors； 

 西部 Maharashtra 州的 Mumbai、

Pune、Nashik、Aurangabad─車廠

有 Bajaj、Fiat、GM、M & M、

Mercedes Benz 、 Skoda 、 Tata 

Motors、Volkswagen 及 Volvo；

Gujarat 州的 Sanand─ 車廠有

Ford、Maruti Suzuki、Honda、GM、

Tata Motors及 Hero； 

 南部的 Chennai、 Bengaluru、

Hosur─車廠有 BMW、 Ford、

Hindustan、 Hyundai、 Nissan、

Renault、Toyota 及 Volvo； 

 東部的 Jamshedpur─車廠有 Tata 

Motors；原在 Kolkata 的 Hindustan 

Motors 已停產。 

印 度 北 部 Haryana 州 的

Gurgaon-Manesar 聚落，僅 Maruti 

Suzuki 每年即製造 150 萬輛汽車。西

部 Maharashtra 州 的

Pune-Talegaon-Chakan 聚落，每年製造

110 萬輛汽車、300 萬輛機車暨三輪

車 。 印 度 西 北 部 Gujarat 州 的

Sanand-Becharaji-Halol 地區，每年將可

製造 146 萬輛汽車、300萬輛機車。南

部 Tamil Nadu 州 的 Maraimalai 

Nagar-Oragadam 製造聚落，每年製造

125萬輛汽車。 

據 PwC India合夥人 Abdul Majeed 表

示，印度要成為主要的汽車製造國需

克服三大障礙：複雜的稅收結構、高

基礎設施成本（電力）及複雜的勞動

法。 

隨汽、機車產業持續成長，印度汽車

零配件市場亦隨之成長。該產業產值

現占印度 GDP 的 7%，直接、間接雇

用 1,900 萬 人 。 據 印 度 工 業 部

「2006~2016 汽車工業十年發展目

標」，2016年印度將發展成為全球主要

的汽車和汽車零配件的設計和製造中

心，印度汽車工業總產值將達到 1,450

億美元，產值占 GDP 的比重將上升到

10%。 

全球 874 家跨國公司已在印度設立

1,031產品研發中心，全球前 500大研

究機構已有 45%在印度設立據點。印

度亦將發展混合動力油電車，據

Planning to implement Faster Adoption 

& Manufacturing of Electric Hybrid 

Vehicles （FAME），印度將於 2020年

前發展各類型混合動力油電車暨純電

動車。 

巿場規模 

印度汽車零配件市場規模，2014-15會

計年度為 385億美元；預計至 2020年

將達 1,150 億美元，其中內需市場占

71%，外銷占 26%。2010 年至 2015年

間，印度汽車零件市場的年複合成長

率為 11%。ACMA預估，迄 2020年市

場規模將突破 1,000億美元，其中出口

占多數。 

印度汽車零配件市場有 31%為引擎零

件、19%為驅動零件、12%為車體零

件、12%為懸吊暨剎車零件、10%為儀

器設備、9%為電子零件、7%為其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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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車輛分有 45%供客車用、22%

供 2 輪車用、18%供商務車用、8%供

曳引車用、4%供三輪車用。 

目前在印度設廠的汽車製造商多在印

生產零組件以降低生產成本，如

Ford、Fiat、Suzuki 及 General Motors

都在印度生產小客車引擎，這些車廠

的歐美工廠也會自印度進口汽車零組

件，產品回銷母廠比率約占印度總出

口金額的七成。 

據 印 度 車 輛 零 件 製 造 商 協 會

（ Automotive Component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India, 

ACMA)統計，2014/2015 會計年度印度

車輛零件出口金額高達 112 億美元，

較前一年度增加 11.4%。2010 年至

2015 年，印度汽車零件出口年複合成

長率為 29%。 

出口前 10大國家暨其比重依次為：美

國（22.35%）、德國（7.51%）、土耳其

（6.49%）、英國（5.43%）、義大利

（ 4.79%）、泰國（ 3.38%）、巴西

（3.37%）、中國大陸（3.07%）、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 2.95% ）及法國

（2.92%）。 

2014/2015會計年度印度車輛零件進口

金額為 135.8億美元，較前一年度增加

7.5%。2010年至 2015 年間，印度汽車

零件進口年複合成長率為 18%。 

進口前 10大國家暨其比重依次為：中

國大陸（23.94%）、德國（14.57%）、

日本（11.53%）、南韓（10.66%）、泰

國（8.27%）、美國（6.96%）、義大利

（ 3.75%）、英國（ 2.67%）、巴西

（3.37%）、法國（2.01%）及西班牙

（1.40%）。 

臺灣主要競爭國（如日、韓等國）在

該國的表現及行銷策略 

依印度商務部海關進口統計，2015 年

印度自我國進口 HS Code 8708 金額

1,518.7萬美元，我國係印度第 22大進

口來源；排名第 21的土耳其，其出口

金額為 1,664.6萬美元。 

如以我國傳統競爭國中國大陸、南

韓、日本及泰國來說，均為印度前 5

大進口來源。2015 年印度自該 4 個國

家進口金額依次為 6億 2,147萬美元、

6 億 2,066 萬美元、4 億 8,029 萬美元

及 3億 5,153萬美元。 

中國大陸暨泰國產品應以價格取勝；

南韓暨日本車廠則主宰印度汽、機車

市場，因而帶動汽、機車零配件產品

在印度的競爭力。 

Maruti Suzuki 係印度市占率最高車

廠，Honda 係印度機車領導品牌，

Honda投資 6億 5,510萬美元在印度生

產平價機車暨機車引擎關鍵零組件。

Nissan India在印度生產引擎暨車體已

外銷 14 國，Yamaha 已擴大自印度採

購，Ford每年將在印度生產 40萬具汽

油引擎。 

韓國現代汽車現為印度第二大車廠，

第一大外銷車廠，並以印度為主要生

產、製造、研發基地，Hyundai 在印度

生產之汽、柴油引擎已供應印度內、

外銷市場。 

臺灣在當地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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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約有四分之三汽車零件市場是掌

握在幾家大廠手中，而這些大廠也多

向國際大廠取得製造技術。同時透過

購併歐、美、日等國現有生產線、機

械設備等方式，有效擴大產能及市場。 

許多印度車廠擁有自行開發引擎、安

全系統等設備的能力與經驗，目前

ACMA 正尋求與我國車用電子業者合

作，開發印度車身電子設備、車用感

測器等市場。 

我商似可加強與印度汽車廠之產銷合

作，開發農業用車輛（曳引機、耕耘

機）零組件市場及車用電子如影音、

導航、記錄、安全等配件市場。 

廠商拓銷成功案例 

我商正新輪胎已在印度西部Gujarat州

設廠，正新表示，在印度設廠主要回

應機車、轎車客戶強烈的要求，以往

正新透過越南、泰國交貨，但是輪胎

體積大運送成本高，就近生產供應可

以節省運輸成本。 

正新與印度 TATA Motors 與 Maruti 

Suzuki 兩家汽車廠合作 OE 輪胎專

案，另外也供應輪胎給 Mahindra ＆ 

Mahindra暨Ashok Leyland Nissan兩家

汽車廠。 

在正新全球布局當中，印度被視為另

一個中國大陸市場，現階段正新與國

際性組車廠有長期合作，又有品牌作

為後盾，配合印度基礎設備逐步完

善，內需市場成長，獲利時程會比中

國大陸市場來得快。 

正新另於印度南部籌建新廠，產能規

劃為日產 4萬條機車胎、1.6萬條轎車

胎。正新指出，僅以機車市場觀察，

印度年產 2,000萬輛，加上全球一線機

車和汽車廠積極搶進，未來發展潛力

極為雄厚。 

配合Make in India政策，廠商赴印設

廠製造，一方面可以運用印度充沛的

人力、物力資源，另一方面在印度政

府提供的獎勵措施得以趨避。（台北世

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印度農產品加工市場 

印度農業資源豐富 

印度是農業生產大國，58%人口以農為

生，農業（含林業、畜牧業及漁業）

生產總值 1,327 億美元，增加值 Gross 

Value Added（GVA）16.1%；農地面積

1億 5,735萬公頃，全球第二，其中灌

溉農地面積 5,500 萬公頃；全球 20 種

農業氣候區域，印度有 15種；60種土

壤，印度有 46 種；印度海岸線長達 7

萬 5,000公里，海洋資源豐富。 

由於生態環境的多樣化，印度是全球

最大的香料、豆子、牛奶、水牛肉、

茶葉、腰果、芒果、香蕉、芭樂、葡

萄、關華豆膠（Guar gum）及黃麻生

產國，第 2 大蔬菜、水果、稻米、小

麥、棉花、油菜子及蔗糖生產國；惟

因體制問題，印度農業產出率低，農

產品年出口金額僅 137 億美元，佔全

球食品貿易額的 1.4%。 

印度農業因季節雨分為 4-9月的Kharif

（夏季），生產以稻米為主；10-3月的

Rabi（冬季），生產以小麥為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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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主要穀物生產大國，2014-15會

計年度計生產各式穀物 2億 5,112萬公

噸，其中稻米 1 億 254 萬公噸，小麥

9,078萬公噸。FY15計生產水果9,129.3

萬公噸、蔬菜 1億 6,333.8萬公噸；印

度還有全球最多的家畜 5 億 1,200 萬

頭，其中泌乳牛、羊 1 億 1,100 萬頭，

每年生產牛奶（多為水牛奶）1億 3,800

萬公噸。 

印度農業發展局限 

印度農業基本上生產成本高，生產效

率低。因基礎建設不足，還是靠天吃

飯，如每年的季節雨（monsoon）來的

及時、雨量適中，農產豐收。印度農

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傳統小農經

濟意識根深蒂固，限制農業產業升

級。此外農產品附加價值低，影響農

民生產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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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倉

儲、運輸設備不足，每年農產品因運

輸受損、腐壞的量約當英國全年消費

量。 

長期以來，為解決糧食問題，印度致

力糧食生產。隨著糧食產量增加，糧

食價格下降，農民生活貧困問題並沒

有得到解決。為增加農民收入，使農

民徹底擺脫貧困狀態，印度政府調整

農村產業結構，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

物，並鼓勵農產品加工等產業。 

印度農產品加工 

加工產業依產品分為：罐頭、畜產品、

冷凍食品（魚、肉、家禽）及穀物，

因飲食習慣偏好現煮食物、加上冷藏

暨冷凍倉儲暨運輸設備不足、加工食

品價格較高致食品加工產品不普及；

在市場上，銷售之農產品僅具簡單包

裝型態，尚無分級包裝出售概念（如

肉類以公斤計價，不分部位）；亦有深

加工農產品販售如酸米漿、醃辣芒果

罐頭、果汁、果醬、水果乾、核果、

冷凍（藏）魚肉、畜肉、禽肉及醃製

肉類等產品，因食品加工機具少，農

產品加工多賴陽光暨鹽漬；近 5年來，

印度市場亦開始出現大量即時包產品

（ready to eat）如印度餅、調味料理

包。 

印度有大量甘蔗可釀製藍姆酒、葡萄

釀製紅白葡萄酒，小麥釀製啤酒暨威

士忌，印度飲酒人口急遽成長；伴隨

所謂白色革命，乳酪業亦日漸發展茁

壯，成為印度民眾蛋白質替代來源；

冷凍食品（魚、肉、家禽）因價位較

高影響發展，惟產品種類日益增加。

他如竹藝品、絲織業、黃麻加工及皮

革業都是提供廣大農村人口就業機

會，產品多數供國內市場需求。 

印度因宗教關係，在飲食習慣上有許

多限制，如伊斯蘭教對清真食品的需

求，Hala 食品不是一個特色是一個基

本條件；耆那教（Jain vegetarianism）

對素食的特別考量，可以食用奶製

品，但不食用蛋製品、蜂蜜和任何形

式的根莖食物，亦少食用人工素食食

品；印度教不吃牛肉，甚至擊殺可能

吃牛肉的異教徒，惟多數人吃素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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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葷食價格較高。 

印度農產品加工業展望 

近 20年來，印度國民可支配所得持續

增加，IMF估計 2001-2019 年印度每人

平均所得複合平均成長率 9.2%；生活

型態改變，都市化人口增加、核心家

庭增加、年輕人口增加，消費者飲食

由便宜的碳水化合物改為昂貴的肉

類、便利食品及有機食品，對包裝食

品、酒類、飲料、點心需求增加；印

度農產品加工業漸具規模，由家庭手

工朝現代化工廠發展。 

惟近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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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生產無法完全掌握。 

2014-15 會計年度印度重要農產品如

茶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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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01-16 印度農業計吸引外人投資 21

億 8,200萬美元，多數為化肥、種子育

苗、冷凍倉儲、運輸及銷售等合資項

項目。 

通路布建 

印度農業產銷主要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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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品市場，包括郊區的定期市集

（rural periodical hats/bazaars）、替代市

場（ sub market yards）、主要市場

（principal market yards）及終端市場

（terminal market），正透過公私合營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或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建置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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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巿場拓銷建議 

印度惡劣的路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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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商如能提供農產品便宜、簡便

的包裝儲存產品方式，方案商機可期。 

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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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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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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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現代農業生產方法和技術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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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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印度漁業市場 

印度是漁業生產大國，海岸線長達

8,118公里，沿海大陸礁棚 51.2萬平方

公里，專屬 200 浬經濟海域面積超過

200萬平方公里；境內河流暨運河總長

度 19 萬 5,210 公里，290 萬公頃蓄水

池、240 萬公頃池塘暨湖泊，80 萬公

頃濕地，漁業資源豐富。 

印度捕魚暨水產養殖業歷史悠久，養

殖業發展普及於 West Bengal、Tamil 

Nadu、Punjab、Uttar Pradesh、Gujarat、

Karnataka、Kerala 及 Andhra Pradesh

等州。 

印度有 3,827 個漁村，1,914 個漁港，

1,450萬人從事漁業。印度每年漁撈量

400萬公噸，居全球第 7位；另養殖魚、

蝦產量 390萬公噸，排名全球第 2；每

年產值約 50 億美元，其中出口約 18

億美元，出口主要包括 60萬公噸魚、

蝦。惟限於捕撈器具落後、不足，印

度漁業產業有很大成長空間。 

在印度經濟快速成長的 2003-2012

年，印度水產養殖及海洋捕撈量分別

增加 92.8％及 15.1％；2014-15會計年

度，印度全國漁業總產值已達到 3,344

億印度盧比，而漁業生產量則達到了

1,000萬公噸。 

印度主要各州漁產量分別為：Andhra 

Pradesh 州的 101萬 830 公噸、Gujarat

州的 72萬 1,910公噸、Kerala州的 66

萬 7,330公噸、Tamil Nadu 州的 55萬

9,360 公噸、Maharashtra 州的 55 萬

6,450 公噸、West Bengal 州的 34 萬

9,480 公噸、Uttar Pradesh 州的 32 萬

5,950 公噸、Bihar 州的 31 萬 9,100 公

噸、Karnataka 州的 29 萬 7,69 公噸

（ Depart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Dairying and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Government of India）。 

印度擁有多樣化天然資源，適合發展

海洋、鹹水及內陸漁業，透過魚類生

產量的增加，可以保障糧食安全、消

除貧困。印度人年均消費魚為 8公斤，

是蛋白質補充來源。水產養殖業重要

性日益增加，在印度已有約 45.6 萬公

頃的淡水養殖係現代化的方式養魚，

約 83萬人收益。該領域的快速發展為

專業人員、熟練和半熟練工人提供了

大量就業機會，如興築養殖場、孵化

場、飼料場、加工單位的管理等。鹹

水蝦養殖約創造了 30 萬個工作機會。 

魚、蝦可以解決營養不良暨食物不足

的困境，提供印度民眾額外的營養補

充；惟限於鄉村道路路況不佳，冷凍、

冷藏運輸設備不足，及缺乏有組織的

銷售通路，影響印度漁業發展；如能

增加有關基礎設施的投資，印度漁業

發展潛力大。印度在資源使用需加節

制，如 2013年，印度漁民重回斯里蘭

卡北部海域捕撈，隨即將該海域資源

撈盡。 

印度水產養殖中淡水養殖佔 95％，主

要養殖種類包括 Catla Carp、R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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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Mrigal Carp、鯰魚、烏鱧、大河

蝦、季風河蝦等。Andhra Pradesh 州是

淡水蝦最主要產地，約有 60％的水域

投入養蝦，產量占全印度的 86％；其

次則為West Bengal 州。 

印度的鹹水面積約在 120-140 萬公

頃，主要分佈在 West Bengal 州暨

Kerala 州沿海地區，鹹水養殖以 Giant 

Tiger Prawn 為主要蝦種，其次則為

Indian White Prawn。 

鯉魚孵化場生產魚苗超過 185 億尾；

沿海州有 35座淡水蝦孵化場，每年生

產 2 億多尾蝦苗。此外，有 237 座對

蝦孵化場，年生產能力約為 110.425億

尾蝦幼體。淡水養殖活動主要集中在

印度東部，特別是在 West Bengal 州、

Odisha州和 Andhra州，以及養殖新區

的 Punjab州、Hariyna 州、Assam 州和

Tripura 州。鹹水養殖主要集中在

Andhra州、Tamil Nadu 州、Odisha州

及West Bengal 州沿海。 

在市場方面，West Bengal 州、Bihar

州、Odisha 和印度東北部是淡水魚的

主要消費區域，印度南方人喜好海水

魚。養殖的鹹水對蝦主要用於出口。 

魚獲的銷售需經多道程序，包括拍賣

市場、批發商、零售商、海魚魚會及

淡水魚魚會組織等，每個銷售管道成

本依次約為 0.98盧比、8.89盧比、6.61

盧比、4.5盧比、6.0 盧比及 3.5 盧比。

魚獲銷售的效率，依銷售通路長短如

淡水魚需經較長的輸送過程、較多手

的中間商。 

印度魚獲的銷售缺乏效率暨現代化的

運輸倉儲設備，銷售通路又經過多手

中間商，銷售又面臨魚獲易腐壞、運

輸倉儲成本高、漁獲種類多、重量大

小不一、品質暨數量不定等不利條件。 

印度聯邦政府已批准了一項為期五年

的「漁業綜合發展與管理計畫方案」，

該計畫被稱之為「藍色革命」，其目的

在促進印度漁業今後五年的成長率保

持在 8%；而整個五年的累計投資額則

將達到 300 億盧比。該計畫將涵蓋印

度境內的內陸漁業、水產養殖業及海

洋捕撈業等綜合開發工作，其中包括

了遠洋捕撈業、海水養殖業、以及由

「國家漁業發展局（NFDB）」管理的

其它各項漁業生產活動等。 

該方案總共分為： 

1. 內陸漁業、水產養殖業、海洋捕撈

業、NFDB管理的各類漁業生產活

動； 

2. 水產加工業等漁業基礎設施建

設、倉儲和物流業務開拓； 

3. 漁業部門的資料庫和地理資訊系

統建設； 

4. 漁業領域的法規和制度安排； 

5. 漁業領域的監管、控制和監測

（MCS）等； 

6. 其他必要的行政性干預措施。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

處） 

印度礦業市場 

印度礦業資源豐富、開發潛力大 



 

 

 

33 

印度礦業資源豐富，礦產量居全球第 4

位。印度已知煤炭蘊藏量全球第 4，鐵

礦砂蘊藏量全球第 7，鉻蘊藏量全球第

3，錳蘊藏量全球第 5。印度已知的礦

產有 88 種，其中能源礦產 4種、金屬

礦產 10 種、非金屬礦產 50種、鈾礦 3

種、稀有礦產 21種。 

據印度礦務局（ Indian Bureau of 

Mines）統計，2013-14 會計年度，印

度礦業產值為 4,957.8 億盧比，其中鐵

礦砂佔 65%、石灰佔 9%、鉛暨鋅精砂

佔 6%、鉻佔 5%、錳佔 3%、鋁礬土佔

2%、銅精砂、金、重晶石、白雲石及

磷灰石各佔約 1%。另出口 7,690 萬盧

比，進口 960萬盧比。 

金屬礦產主要是鋁、鐵、鉻、錳、銅、

鉛、鋅、錫、銀和金，其中鐵礦砂產

量全球第 4大，鋁礬土產量全球第 5，

鉻、錳產量居世界前 10位。非金屬礦

產主要是重晶石、雲母、石膏、白雲

岩、石灰岩、菱鎂礦、磷礦和滑石等，

其中雲母產量居世界首位，重晶石居

世界第 3 位。印度煤碳和褐煤產量居

世界第 3 位，石油產量佔世界石油產

量的 2.77%，天然氣產量佔世界產量的

1.1%。 

礦業總產值約 1,064 億美元（2010），

產值佔印度 GDP 的 2%至 3%之間，工

業產值的 10%至 11%；其中能源礦產

約佔 73％，金屬礦產約佔 15％，非金

屬礦產約佔 12％。為確保國家持續發

展之需要，印度在海外開發所需資

源，大量自海外進口礦物和能源。 

根據 CII於 2014年報告，2012年印度

礦業直接聘用 300 萬名員工，間接提

供 800 萬人就業機會。印度礦業如能

現代化、透明化，預估在 2025年前將

增加 600 萬人就業機會，產出由 2012

年的 500 億美元，增加為 2025 年的

1,250億美元，另增加相關商業活動所

得 470億美元。 

據 FICCI 報告（2013 年），印度政府

2008 年國家礦業政策（The National 

Mineral Policy），開放礦業資源給民間

企業，帶動礦業、製造業及基礎建設

的成長，國營公司掌握 68%礦業生

產。惟自 2011-12會計年度開始，因國

際經濟衰退、印度政府財政赤字擴大

及盧比貶值影響，印度礦業生產開始

呈現衰退現象。 

礦產多蘊藏於東部地區、市場在印度

西北部 

印度現有超過 3,025個礦場，其中包括

550個石油暨天然氣礦場、560個鐵礦

場、600 個煤礦及 1,370 個非金屬礦

場。印度所生產礦物除供應國內需

求，亦出口礦物包括鐵礦砂、鈦、錳、

鋁礬土、花崗岩。 

印度礦脈主要分佈在 5 大區塊，分別

是東北半島地帶、中央地帶、南部地

帶、西南地帶及西北地帶。 

東北半島地帶，包括 Chota Nagpur 高

原暨 Orissa高原，地跨 Jharkhand 州、

West Bengal 州及 Orissa 州，生產煤

礦、鐵礦砂、錳、鋁礬土、銅、藍晶

石、鉻、綠柱石及磷灰石等；其中藍

晶石佔印度所有產量、鐵礦砂佔印度

93%產量、煤礦佔印度 84%產量、鉻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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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佔印度 70%產量、雲母佔印度 70%

產量、耐火黏土佔印度 50%產量、石

棉佔印度 45%產量、瓷土佔印度 45%

產量、石灰石佔印度 20%產量及錳礦

佔印度 10%產量。 

中央地帶，係印度第 2 大礦脈，地跨

Chhattisgarh、Andhra Pradesh、Madhya 

Pradesh 及Maharashtra 等州，生產錳、

鋁礬土、鈾、石灰石、大理石、煤礦、

寶石、雲母及石墨等。 

南部地帶，地跨 Karnataka 及 Tamil 

Nadu州，有少量的鐵礦砂暨鋁礬土。 

西南地帶，地跨 Karnataka 及 Goa 州，

有鐵礦砂、石榴石及黏土。 

西北地帶，沿 Aravali 山脈，地跨

Rajasthan 暨 Gujarat 州，有鈾、雲母、

鈹、海藍寶石、石油、石膏及祖母綠

等。 

印度煤炭資源豐富，埋藏深度 1,200公

尺以內煤炭已知蘊藏量 3,020 億公

噸。印度煤炭熱值低，煉焦用煤資源

短缺。蘊藏量按地區分，Jharkhand 州

743 億公噸、Orissa 州 620 億公噸、

Chhattisgarh 州 415 億公噸、West 

Bengal 州 283億公噸。印度煤炭公司，

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 90%。國營印度

煤炭（Coal India）生產效率不高，原

因包括礦場土地取得不易、煤炭內陸

運輸不便、環境汙染及採礦設備不足

等因素。 

印度已知石油蘊藏量為 7.71 億公噸，

其中半數以上在海上。印度已知天然

氣蘊藏量為 1 萬 749 億立方米，主要

分佈在西部大陸棚的 Mumbai High 

Basin 暨 Rajasthan 州。印度油氣資源

主要分佈在Mumbai High Basin、東部

的孟加拉灣海域，分屬 Gujarat 州、

Andhra Pradesh 州、Orissa州和 Assam

州等地。 

印度擁有豐富的鐵礦資源，多為優質

鐵礦，鐵礦已知蘊藏量 181.87 億公

噸，主要分佈於Madhya Pradesh 州、

Orissa州、Karnataka州及 Bihar州。印

度鐵礦業主要有 National Mineral 

Development、Steel Authority of India、

Kudremukh Iron Ore、National Mineral 

Development、Steel Authority of India、

Tata Iron and Steel。 

鋁礬土礦蘊藏量 23.9 億公噸，居世界

第五位。印度鋁業主要有 Indian 

Aluminum、National Aluminum、Indian 

Aluminum、Hindalco Industries、Bharat 

Aluminum、Madras Aluminum 等。 

印度錳礦資源豐富，已知蘊藏量 2 億

4,041.8 萬公噸。鉻鐵礦已知蘊藏量 1

億 4,693.5萬公噸，居世界第四位。印

度 90％以上的已知鉻鐵礦集中在

Orissa州。 

印度是世界上重要的鉛、鋅生產國，

印度鉛、鋅礦蘊藏量約 2.31 億公噸，

其中鉛約 510 萬噸，鋅約 5,340 萬公

噸，Rajasthan 州鉛、鋅礦蘊藏量佔印

度蘊藏量的 87%。Hindustan Zinc 是印

度唯一的生產精煉鋅的公司，Vedanta 

Resources 是印度唯一生產精煉鉛的公

司。 

印度銅工業原料主要依靠進口，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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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冶煉能耗高於進口銅，印度業者較

少用國產銅。由於電器、機械設備與

合金需求大幅增長，印度精煉銅的需

求持續成長，印度主要銅業公司包括

Hindalco Industries、Sterlite Industries 

(India)及 Hindustan Copper。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進口國，印

度黃金產量不大，大部分是作為副產

品回收的。印度主要金業公司包括

Hindalco Industries、Sterlite Industries 

(India)、Hindustan Copper。 

印度是個內需導向的市場，礦產資源

開發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優先，只有在

國內需求獲得滿足下礦物才可以出

口。總體上看，印度礦產品供給對外

依存度是比較高的；出口礦物包括鑽

石加工產品、鐵礦、花崗石、氧化鋁、

寶石、鋅礦、鉻鐵礦、石材、翡翠、

鋁土礦等。進口礦物包括石油、裸鑽、

煤炭、銅礦、天然氣、焦碳、磷酸鹽、

寶石、硫磺及氧化鋁等。 

除弊興利 

印度礦業發展尚待克服問題包括： 

1. 地質探勘基本資料缺乏：亟待建立

地球物理暨地球化學基本資料，目

前僅有 2%地區有重力暨磁力分

析，4%的地區有地質沉積資料，無

地震資料。 

2. 礦區的土地不易取得：有關礦區土

地的取得，因土地所在居民的遷

移、安置，環境保護與土地資源開

發爭議，土地用於農業生產、基礎

建設或採礦輕重等，讓礦區的土地

無法順利取得。Arcel Mittal 暨

Posco 因而擱置 5,000 億盧比暨

3,000億盧比投資計畫。 

3. 文書行政流程冗長：礦區土地的租

賃合約通常要花 4 年以上時間完

成 ， 還 需 通 過 環 境 評 估

（environment clearance）、森林評

估（forest clearance）、環境管理計

畫評估（environment management 

plan clearance ）、探 勘地租借

（prospecting lease）、蔡況租賃許可

（mining lease approval）及土地取

得（land acquisition）等。 

4. 採礦技術落後：無法採取地層深處

暨環境敏感地區礦產。 

5. 法令詮釋不一：聯邦中央政府和地

方州政府對法令有不同見解，溝通

不易。另礦場租賃合約不易買賣移

轉，採先登記先取得制。 

6. 礦場無關閉機制，嚴重破壞生態環

境，影響新礦源開發。2013年印度

法院即下令禁止在 Karnataka 州暨

Goa州開採鐵礦，因舊礦場未恢復

環境。Goa州政府亦因礦場水汙染

破壞生態，註銷業者鐵礦開採許

可。 

7. 產銷無法配合：如印度主要煤、鐵

礦在東部交通不便的森林地區，火

力發電廠暨鋼鐵需求在西北地

區，煤、鐵進口價格常低於本地生

產價格。 

印度蘊藏有相當多的礦產資源，惟未

能充分開發；因此印度至 2025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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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將需進口 175 百萬公噸鐵礦砂、

295 百萬公噸燃料煤、72 百萬公噸冶

金煤，印度將額外支出 580 億美元外

匯進口燃煤、焦炭及鐵礦砂，以應國

內需求。 

以大宗礦產品（包括石灰石、鐵礦砂、

鉻、錳、鋁礬土、花崗岩及大理石）

來說，礦產量大運輸不易，大量廢棄

物不易處理，如煉製一公噸的鋁錠，

需使用 5 公噸鋁礬土、13 公噸淨水、

27.5公噸海水及 1萬 5,711千瓦小時電

力，礦場復原另需生產成本的 2%至

4%。 

基本金屬礦產（包括銅、鉛、鋅及 12

種相關金屬礦物錫、鈷、鋰、鍺、鎵、

銦、鈮、鈹、鉭、鎢及硒等），印度儲

存量不足，需靠進口。 

印度另生產少量珍貴礦物，如金、銀、

白金及鑽石等，需耗費大量外匯進

口。印度另有 24種非金屬礦物，可供

做肥料、建材、陶瓷、耐火材料、玻

璃。 

印度經濟仍持續成長，在印度基礎建

設暨民間消費需求帶動下，將有助礦

業發展。印度政府將開放民間暨外資

投資礦業，給予 50年採礦租賃權利（鈾

礦暨媒礦除外），希望透過外資的投入

帶動印度礦業發展。（台北世界貿易中

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印度成長快—蘋果與三星搶食大

餅 

蘋果於本年 3 月發表 4 吋的 iPhone 

SE，被認為要搶攻成長快速的印度市

場。此外，蘋果正計畫在印度設立直

營店，韓國三星立刻以翻新品牌店回

應，雙方競爭白熱化。 

蘋果發表 4吋的 iPhone SE，外界認為

亮點不多，但有專家分析，蘋果 iPhone 

SE是為搶攻人口眾多的印度和中國大

陸市場，尤其是成長快速的印度市場。 

根據印度電信管理局和市調機構 IDC

的資料，印度手機用戶突破 10億，但

智慧型手機用戶普及率低於 10%，讓

印度智慧型手機市場潛力無窮、成長

快速。 

印度 2015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達 1億

360萬支，比上年同期成長 28.8%，高

速的成長率讓印度成為全球手機廠商

的必爭之地。 

為了擴大在印度市場的銷量，蘋果去

年底除調降一批手機售價外，剛剛發

表的 iPhone SE 預計 5 月在印度上市，

被認為就是鎖定在乎價格的印度消費

者。 

此外，印度「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日前報導，蘋果已向印度當局

遞交設立直營店的申請書，籌備在印

度設立第一批直營店，每間店面積預

計超過 200 平方公尺，除展示產品、

也為客戶提供技術服務。 

印度房地產仲介透露，包括孟買、班

加羅爾等印度大城，都是蘋果設立直

營店的目標。 

韓國三星（Samsung）的智慧型手機雖

在印度市場市占率高居第一，但面對

蘋果來勢洶洶的攻勢不敢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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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翻新它遍布在印度各地的 1100多

家手機品牌零售店，並與一些黃金地

段購物中心洽談，擴大在印度的零售

店規模，目標從每間面積 90 平方公

尺，擴大到 200多平方公尺。 

由於黃金地段是這些手機大廠的必爭

之地，預料蘋果和三星將在印度展開

激烈競爭。（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

人） 

小米：與富士康討論在印度增設

兩新廠 

因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降溫，小

米總裁林斌近日接受印度「經濟時報」

（Economic Times）訪問時表示，小米

正與富士康磋商，在印度增建兩座廠

房擴大生產小米手機。 

林斌指出，小米正在與製造合作夥伴

富士康討論增設兩個新廠房生產手

機，富士康也正在與印度幾個州政府

洽談廠房用地等事宜，且今年內至少

有一個新廠可以運轉生產。 

此外，小米發言人也說，小米已就設

立單一品牌零售店向印度政府申請牌

照，如果獲得批准，小米將在印度設

立實體零售店。 

中國大陸品牌小米副總裁巴拉（Hugo 

Barra）日前才說，小米在印度販售的

手機中，已有 75%是在印度製造，而 3

日在印度發表的紅米 Note 3 是小米第

4個印度製造產品，第一個月目標產能

為 20萬支。 

小米去年 8 月起和鴻海集團合作，由

鴻海旗下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廠組裝手

機。 

林斌認為，印度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

的智慧型手機市場，2016 年預計進一

步成長，銷售量料可達到 1.4億支，比

去年銷售 1億支智慧型手機再度成長。 

由於蘋果在印度的價格策略成功，最

近一些國際市調機構顯示，蘋果手機

在印度高中階市場已經賣贏小米。因

此，林斌表示，小米決定在印度增設

兩座廠房，在印度發表更多手機，以

鞏固市場。小米正在與富士康洽談中。 

此外，林斌指出，小米也開始向印度

本地供應商採購本土製造的電池、充

電器等手機配件，以便獲得更優勢的

成本。（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品牌在印度

市占率成長 

國際市場調查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公佈 2015年印度智慧型手

機市場分析報告，中方品牌 Vivo、

OPPO、Gionee、LeEco、Lenovo 等於

2015 年底在印度之市占率合計已達

22%，較 2014 年底成長 10%；其中

Lenovo-Motorola 已成為印度第 3 大手

機品牌，市占率達 11.6%，僅次於韓國

三星（ 26.8% ）及印度 Micromax

（14.1%）。印度品牌手機於 2015年底

維持 38%之市占率，其他各國品牌手

機市占率則由 44%縮減為 37%。 

中方手機藉強力之促銷及價格策略持

續擴大市占率，Vivo、OPPO、Gionee、

LeEco等品牌投入之行銷經費共達 120

億盧比，約為印度智慧型手機市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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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行銷支出之 55%；Vivo 目前已投注

12.5-14 億盧比之行銷費用，並取得印

度職業板球聯賽贊助商資格；OPPO投

入行銷費用為 14-15億盧比，並贊助國

際板球賽事及電視節目等活動，以提

高品牌知名度。 

目前印度智慧型手機普及率為 30%，

中方品牌具備 4G 功能之手機在印售

價約 1萬盧比。另中方品牌 Xiaomi 及

Gionee積極規劃來印生產，以 SKD組

裝營運模式取代直接進口成品，以節

省稅負並增加產品價格競爭力。（駐印

度代表處經濟組） 

蘋果擬設印度研發中心—美國以

外首座 

繼 Google、微軟之後，蘋果公司也將

於今年 6 月，在印度海得拉巴市

（Hyderabad）成立美國總部以外首座

技術研發中心。 

這是蘋果公司第二度到印度設立分支

機構，第一次是在印度班加羅爾

（Bengaluru）設立技術支援中心，但

於 2006 年關閉。 

印度泰倫加納州（Telangana）一名資

深政府官員向「商業標準報」（Business 

Standard）證實，蘋果將到海得拉巴市

設立技術研發中心的消息，並透露政

府和蘋果方面已經針對此事討論一段

時間。 

泰倫加納州府一直致力打造海得拉巴

成為印度的資訊科技（IT）中心，並

吸引微軟於 1990年代來此設立美國以

外首個軟體園區，Google 也於去年宣

布在海得拉巴設立園區，並與當地政

府簽署取得 7 英畝用地的備忘錄，現

在又吸引蘋果進駐。 

蘋果計劃在海得拉巴波浪岩資訊科技

塔（WaverockIT towers）設立的研發中

心占地達 25萬平方英尺，投資金額將

達 2500 萬美元，估計可創造 4500 個

就業機會。 

這個設在印度的研發中心，蘋果計畫

用來開發地圖技術，並使用於 iPhone

和Mac電腦。 

印度泰倫加納州資訊技術部長藍強

（Jayesh Ranjan）說，蘋果決定在海得

拉巴成立研發中心，是對這座城市的

肯定，但他並未確認何時可與蘋果簽

訂諒解備忘錄，不過有業內人士預

估，可能會在 2月底或 3月初簽署。 

根據統計，印度前 20名的 IT企業中，

有 9家是美國公司，占印度 IT產值的

37%，現在蘋果加入，將擴大美國企業

對印度 IT 產業的貢獻。（中央社新德

里特派員康世人） 

聯發科以雲端科技改善印度農民

醫療落差 

為解決印度偏鄉心血管疾病篩檢治療

問題，聯發科與非政府組織「世界衛

生夥伴」合作，以聯發科心血管疾病

雲端篩檢系統，在印度為 130 萬名農

民受惠，有效縮短城鄉落差。 

根據聯發科與「世界衛生夥伴」（World 

Health Partners，WHP）提供的統計資

料，印度人因飲食習慣等問題，將成

為全球罹患心血管疾病比例最高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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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且到 2030年，因心血管疾病死亡

的人數，將占印度整體死亡人數的

35.9%。 

但由於印度城鄉差距太大，醫生與病

人的比例懸殊，許多農民除非長途跋

涉到城市就醫，否則很難獲得醫生的

治療與給藥，甚至連進行心血管疾病

篩檢也有問題。 

為此，聯發科印度分公司與 WHP 合

作，把已研發成功的雲端心血管疾病

篩檢和監測系統，透過經醫療訓練的

人員，部署到印度北方州（Uttar 

Pradesh）117個中心和比哈州（Bihar）

800個中心，為農民進行衛教、篩檢與

檢查。 

聯發科印度分公司總經理郭耿聰告訴

中央社，在 WHP 真正派人前往農村

前，聯發科與WHP 於 2014年 12月到

2015 年 8 月先在印度設立試驗營把系

統完整測試，並協助 WHP 讓整個工作

流程與模型更加順暢。 

他說，WHP 之後派人前往比哈州、北

方州 5 個農村地區，以播放寶萊塢電

影方式吸引農民前來觀賞，並由已受

訓練的志工向農民們進行衛生教育，

同時讓這些農民接受心電圖檢測，並

把資料上傳雲端。 

郭耿聰指出，上述資料上傳雲端後，

再由一線城市醫生判定哪些人需要進

一步醫療諮詢和檢查。到整個工作結

束，共有 130 萬名農村人口受惠，讓

距離不再是問題，成功縮減印度城鄉

的醫療服務落差。（中央社新德里特派

員康世人） 

台灣建大工業考慮到印度投資 

繼正新輪胎到印度投資設廠後，台灣

第二家國際知名輪胎廠建大工業也考

慮到印度投資。建大工業董事長楊銀

明表示，在客戶不斷遊說下，建大慎

重考慮在印度投資事宜。 

建大工業於台北時間昨天深夜在印度

新德里發表聚焦環保節能的新轎車輪

胎 R30/R32，除印度代理商在場助勢

外，許多印度代理輪胎業者也都到場

祝賀 

楊銀明指出，印度是全球第 2 大機車

市場、第 5 大汽車市場，輪胎需求量

非常大，且不斷成長，建大工業在印

度耕耘 10年，客戶也不斷要求建大能

在印度直接投資設廠，建大正慎重考

慮。 

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田中光應邀致詞

時表示，台印之間的合作愈來愈密

切，過去除了台灣強項資通訊（ICT）

產業外，台印輪胎產業也正在加速合

作。 

田代表說，印度有廣大的內銷市場，

且與中東、非洲、東南亞聯繫緊密，

加上印度是全球第 2 大機車、第 5 大

汽車市場，以及路況導致輪胎較易磨

損，輪胎業現在到印度設廠投資是「時

機正好，機會在此」，他相信建大以誠

實、品質、創新和服務等優勢，到印

度投資一定能抓住市場。 

不過，由於建大工業剛在印尼設廠，

越南也剛設立第二間廠房，據悉建大

計畫先把印尼、越南的廠房整頓好

後，再考慮到印度投資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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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排名全球第28大輪胎廠的建大

工業，目前在印度以摩托車輪胎為主

攻市場，每年可銷售 200 萬條，轎車

市場不含補胎市場在內，一年也有 25

萬條，且不斷成長。由於考量進口關

稅，印度市場主要以建大工業的越南

廠供應。（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

人） 

印度取消課徵手機零配件高進口

關稅 

印度政府近日決定取消對手機電池等

手機零配件課徵 29%的進口關稅，改

以課徵 12.5%的反補貼稅，刺激手機在

印度生產，讓包括台灣品牌在內的所

有手機商受惠。 

印度財政部中央貨物稅暨關稅局 5 日

在官網上公布，政府決定取消對手機

的零配件如電池、耳機、充電器、電

壓器的進口關稅和附加稅，改以支付

12.5% 的反補貼稅（ countervailing 

duty）。 

取消手機零配件關稅，將讓三星、LG

等國際品牌和印度本地的 Micromax、

Videocon和 Intex等在印度的手機製造

商不必漲價 5%到 6%，並削弱蘋果公

司和準備銷售手機和配件的其他廠商

優勢。 

「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報導，

印度消費性電子和家電製造商協會

（Consumer Electronics & Appliance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CEAMA）

行動電話與通訊委員會主席祖立煦

（Ravinder Zutshi）表示，取消零配件

關稅將可刺激手機在印度國內製造，

並讓所有手機品牌有時間提高製造零

配件的能量與能力。（中央社新德里特

派員康世人） 

印度智慧城市展—台灣智慧精品

受矚目 

 

第 2 屆印度智慧城市展於本年 5 月 11

日開幕，47 個台灣精品和優良品牌首

次參展，展出各種智慧生活產品。中

華民國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在開幕致詞

時介紹台灣智慧水表，引起與會者興

趣。 

2016 年第 2 屆印度智慧城市展（2nd 

Smart Cities India 2016 Expo）於本年 5

月 11日開幕，印度電力、煤礦與再生

能源部長戈雅（Piyush Goyal）和印度

鐵路部長普拉布（Suresh Prabhakar 

Prabhu）在致詞時，分別分享印度對建

設智慧城市的理念，並歡迎國際參

與。在演講中，戈雅也對台灣的經濟

發展和智慧生活科技非常推崇。 

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受邀擔任

貴賓，在智慧城市展開幕式中致詞，

談到台灣從農業經濟、輕工業、重工

業、高科技，逐漸發展走向智慧型經

濟；且台灣今年更有新北市和新竹縣

雙雙入選紐約的「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的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發

展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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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代表也向在場的印度和國際與會貴

賓介紹台灣的智慧城市發展現況，如

透過行動電話軟體知道公車何時會

來，無須在公車站久候、電子銀行等

智慧城市應用。 

同時，田中光還向在場與會者介紹這

次展出的台灣精品和優良產品中，更

有可把資料丟上雲端監控用水的智慧

型水表，不但可偵測家中用水、漏水，

對居家老人是否發生緊急狀況也能立

刻通報察看與救援等功能，引起與會

嘉賓極大興趣。 

在開幕式結束後，田代表與印度企業

人士一起到台灣精品館和台灣優良產

品館參觀，並由這次率團參展的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行銷專案處副

處長楊光明等人介紹展出的台灣產品

特色。 

田代表對智慧水表、環保建材、智慧

醫療器材、10 秒潔淨濾水器、智慧型

住宅設備、智慧網路設備等智慧產品

一一垂詢，參展廠商也為他一一介紹。 

在印度市場經營 6 年，獲印度三大建

商大量採購智慧住宅系統的安潤科技

總經理蘇俊旭說，莫迪政府推出智慧

城市，台商很有發揮空間，因為台商

在智慧整合上走得很快且方案完整。 

蘇俊旭指出，以安潤科技來說，過去

在印度只賣單一設備，莫迪政府推動

智慧城市後，開始賣完整系統，成為

印度智慧城市計畫下發展的成功案

例。（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台在印度 IIT 辦華語課—助吸引

印人才 

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處與工科排名全

球第三的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去年

8 月合作，由教育部選派華語老師任

教，迄今已吸引 50位學生選讀，對吸

引印度人才赴台有重要意義。 

駐印度代表處指出，教育部選派華語

老師李采燕到國立印度理工學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IT）

孟買分校提供每學期 50 小時、每週 2

班次選讀華語課程後，第一學期已吸

引 50名學生選讀，甚至學校教授也來

參與課程。 

許多人都是從印度寶萊塢電影「三個

傻瓜」（3 Idiots）認識印度每年錄取率

只有 2%的國立印度理工學院，但其實

這所學校可是世界名校。 

在倫敦「泰晤士報」公布的全球大學

排行榜中，IIT 名列前 50 名，在理工

科更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但

錄取率卻比這兩校要低，更加難考。 

代表處表示，以 2015年為例，印度全

國有逾 120萬名高中畢業生參加 IIT考

試，僅約 1萬人錄取，其中有 34名學

生到孟買分校就讀；這些學生是印度

菁英中的菁英，資質聰穎且學習態度

佳，由於近來印台在產業合作發展密

切，讓許多孟買分校學生也選讀華語

課，也對台灣吸引印度人才有莫大幫

助。 

教育部在印度推廣華語教育，一是補

助清華大學印度台灣華語教育中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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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從 2011年在印度設立 5間華語中

心，選派 8 位教師在印度教授華語；

另一種是教育部選派華語教師到印度

開辦華語課程，也有 3 名教師在印度

任教。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表示，在印度推廣

華語學習以來，迄今已有近 3000名印

度學生修習華語課程，且教育部統

計，在 2015學年度也有 804名印度學

生在台攻讀學位，並有 339 人在台短

期研讀或修讀華語課程，加上近來積

極與印度高等教育機構合作開設華語

課程，對台灣吸引印度優秀人才有莫

大助益。（中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

人） 

史上最大印度世界文化節—台灣

應邀出席 

印度知名靈性導師拉維尚卡創辦的

「生活的藝術基金會」，將於 3 月 11

到 13日在新德里舉辦世界文化節，預

計將有 350萬人參加，堪稱史上最大，

台灣也有 6、700人出席盛會。 

今年適逢「生活的藝術基金會」（The 

Art of Living ）舉辦世界文化節（The 

World Culture Festival）屆滿 35週年，

主辦單位將在新德里舉辦一場有史以

來最盛大的世界文化節，廣邀全球藝

術家與會。 

參與主辦的世界企業倫理論壇（World 

Forum for Ethics Business）總裁庫卡尼

（Rajita Kulkarni）告訴中央社記者，

世界文化節宗旨在傳播世界和平和人

權價值理念，估計今年將有來自 155

個國家，約 350萬人與會。 

她說，在 3天的活動當中，將有超過 2

萬 5000名各國藝術家來此表演，其中

包括 8000 名音樂家以 40 種樂器一起

演奏交響曲、650名來自非洲的鼓手，

以及來自印度各州的部落藝術家參加

表演。 

此外，庫卡尼說，台灣也有 6、700人

參加這次盛會，包括台灣首位太陽劇

團舞者張逸軍率領舞團「仁山仁海藝

想堂」，將在 3 月 12 日在世界文化節

表演「天地初起萬物生」（The Genesis）

節目。 

這次活動還特別邀請台灣、香港、中

國大陸和新加坡的華人，一起在世界

文化節中演唱「明天會更好」，把希望

世界和平的理念透過華語傳達出去。 

主辦單位也將於 3月 12、13日在世界

文化節中舉辦世界領袖論壇，庫卡尼

說，已有超過 65 個國家約 2000 名企

業、政治及各界領袖與會，暢談世界

和平、愛與和諧。 

出席這場論壇的領袖包括印度總理莫

迪 、 斯 里 蘭 卡 總 統 席 瑞 塞 納

（Maithripala Sirisena）、尼泊爾副總理

薩巴（Kamal Thapa）、印度財政部長賈

特里（Arun Jaitley）、歐州議會副議長

薩尼齊（Ryszard Czarnecki）、挪威文

化部長哈麗藍德（ Linda Cathrine 

Hofstad Helleland）及拉維尚卡等。（中

央社新德里特派員康世人） 

孟國本年前半年出口成長 8.26% 

根據孟國出口推廣局（EPB）最新資料

統計，孟加拉 2015-16 年財政年度前 7



 

 

 

43 

個月出口金額達 192.6 億美金，比去

2014-15 年同期之 177.9 億美元成長

8.26％。其中， 1 月單月份的出口就

高達 31.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0.41％。在去年 7 月到今年 1 月間的

出口金額中，分別平織成衣為 81.5 億

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2.29％；針織

成衣為 7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5.91％。（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達卡辦

事處） 

孟國在未來 5 年以 244 億達卡向

印度採購電力 

由於電力持續短缺，未來 5 年內孟國

政府將以總金額 244 億 3,000萬達卡，

每年以 100MW 為單位向印度採購能

源，5年達 500MW 總電力來彌補全國

15%的電力缺口。 

這項透過兩國政府間協議案，印度在

第 1 年係以「沒給電就不需付費」的

情形進行，但供電時孟國需以 6.2618

達卡/仟瓦小時來購買 100MW 的電

能，第 2年後每年往上加 5%，累進計

費至第 5 年，這項採購案自本年 3 月

23日開始實施。 

在兩國雙邊協議下，孟國內閣同意公

部門可以限制招標方式向印度私人公

司採購能源，因此除以 3.56達卡/仟瓦

小時向印度公部門電廠進口 250MW

電力；並以 4.36達卡/仟瓦小時向印度

私人電廠購買額外的 250MW 電力。為

順利輸送電力，兩國政府早在孟加拉

Comilla 與印度 Tripura 兩城市之間搭

設一段長約 54 公里的電力輸送管

線。（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達卡辦事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