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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簡介

一、



主講者簡介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主任 邢瀛輝大使

現職: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主任 (2015年1月5日到任)

經歷：
1.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部科員（66.3）、人事處科長、總務

司科長、總務司專門委員、禮賓司及中南美司總領事回
部辦事。

2.中華民國駐外館/處: 駐西班牙代表處秘書、駐哥斯大黎加
大使館一等秘書、巴拿馬大使館簡任一等秘書、參事、
駐巴拿馬箇郎總領事、駐厄瓜多代表、駐尼加拉瓜大使。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介紹
www.cato.com.tw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依據「加強對中美洲國家
經貿合作方案」成立於1997年，主要配合中
華民國政府政策，針對中美洲邦交國(目前包
括貝里斯Belize、薩爾瓦多El Salvador、瓜地
馬拉Guatemala、宏都拉斯Honduras、尼加
拉瓜Nicaragua、巴拿馬Panama以及多明尼
加Dominican Republic)駐台大使館需求，推
動各項促進與台灣雙邊貿易、企業合作、投
資開發及觀光旅遊等關係的業務，透過個別
國家及區域性推廣專案執行。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推廣業務

CATO

貿易

投資

策略聯盟網路推廣

旅遊



貿易投資及旅遊推廣
--參加國際商展--



推廣業務─貿易

2015台北國際食品展 (6/24‐27)



推廣業務─旅遊

2015台北國際旅展 (11/06‐09)



推廣業務─貿易

2015 台灣茶、酒、咖啡展 (11/13‐16)



推廣業務─貿易

2015 台灣茶、酒、咖啡展 (11/13‐16)



推廣業務─貿易

2016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4/22‐25)
瓜地馬拉個別國家推廣專案



推廣業務─說明會

2015 貝里斯投資商機說明會 (5/19)
貝里斯個別國家推廣專案



推廣業務─說明會

2016中美洲暨薩爾瓦多旅遊同業說明會(5/17‐19)
薩爾瓦多個別國家推廣專案

親愛的旅遊同業先進您好：
此次中美洲暨薩爾瓦多旅遊同業說明會共邀請三位薩國旅
遊業者來台，屆時將與大家分享中美洲及薩爾瓦多獨特的
旅遊資源，並探討未來的合作機會，同時現場備有精緻餐
點，望各位蒞臨參加。

說明會活動
日期：5月17日(星期二)
時間：14:00 PM
地點：伯朗咖啡館南京一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二段218號
(松江南京站5號出口，
步行約5~10分鐘)

時間 流程

13:30 報到

14:00 中美洲暨薩爾瓦多
旅遊概況簡報

14:10 哥倫比亞航空業者
簡報

14:15 薩爾瓦多旅遊業者
簡報

15:15 商洽會



貿易投資及旅遊推廣
--籌組考察團--



推廣業務─投資

2014 中美洲產業商機考察團
9/ 15 – 10/3



推廣業務─貿易

2015中美洲精緻咖啡產業商機考察團
3/8 ‐ 3/26



推廣業務─旅遊

2015 中美洲暨多明尼加觀光旅遊商機考察
09/08‐10/03



推廣業務─貿易

2016中美洲精緻咖啡產業商機考察團
2/20 ‐ 3/12



貿易投資及旅遊推廣
--網際網路及媒體--



推廣業務─網路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官網 www.cato.com.tw



2016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5/20‐23)



2016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5/20‐23)



2016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5/20‐23)

中美洲暨加勒比海
觀光旅遊講座
(5/21, 18:30 pm)



推廣業務─網路
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產品中心 www.centralamericaproduct.org



推廣業務─媒體

「2016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媒體暨旅遊業者考察團─
台視/國際熱線：2016 中美洲深入報導（第一階段）」

(2/20‐3/6)



我國與中美洲邦交國
經貿概況簡介

二、



台灣與中美洲 &加勒比海
邦交國雙邊關係

‐台灣現有22個邦交國

其中12邦交國位於中南美洲及加勒
比海：

貝里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

多明尼加、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聖露西亞、聖文森、海地以及巴拉
圭（南美唯一邦交國）

‐與台灣簽有FTA之邦交國

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宏都拉斯



2015年雙邊貿易統計

國家 進口金額(USD) 出口金額(USD) 貿易總額(USD)

貝里斯 553,152 11,053,446 11,606,590

多明尼加 23,814,447 40,033,572 63,848,019

薩爾瓦多 32,128,650 50,778,958 82,907,608

瓜地馬拉 60,213,924 107,432,829 167,646,753

宏都拉斯 26,261,649 55,377,194 81,638,843

尼加拉瓜 80,947,937 16,686,556 97,634,493

巴拿馬 27,069,328 66,342,145 93,411,473

７國總計 250,989,087 347,704,700 598,693,779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巴拿馬 847,747 244,215 476,132 895,244 2,016,976

尼加拉瓜 783,991 506,923 605,994 2,057,524 5,808,257

宏都拉斯 1,957,895 2,031,927 2,549,329 2,229,494 2,230,089

瓜地馬拉 7,506,166 9,988,977 8,680,508 7,108,631 9,403,394

薩爾瓦多 211,821 469,488 369,510 1,878,065 2,429,247

貝里斯 9,771 4,120 24,035 0 6,175

總計 11,317,391 13,245,650 12,705,508 14,168,958 21,894,138

近五年中美洲咖啡進口成長情形



 中美洲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尤以供出口的香蕉
、咖啡、甘蔗、橡膠、棕櫚油等熱帶經濟作物
最重要。畜牧業(牛肉)和漁業(蝦子)亦為重要出
口項目。工業以輕工業特別是食品加工業為主
，多為小型企業；還有採礦、建築材料、塑膠
、金屬加工、化學、煉油、冶金等部門。巴拿
馬運河接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地理位置優越。

中美洲重點產業概況



中美洲經貿投資商機
SWOT分析

３



中美洲經貿投資商機SWOT分析

中美洲的優勢
Strengths

中美洲的弱點
Weakness

中美洲的機會
Opportunities

中美洲的威脅
Threats

S W

O T



中美洲經貿投資優勢 Strength

1. 為台灣邦交國，有政府獎勵及補助；我駐各國大
使館就近提供資訊及服務，協助保障我業者權益。

2. 我國與中美洲５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互免關
稅之優惠條件。

3. 近北美洲/南美洲/墨西哥8.5億人口的市場。

4. 農漁牧產豐富，天然生產環境佳。

5. 生產成本相對低廉 (土地/人工/運費)

6. 西語及中南美洲經貿事務人才(台獎生)



中美洲經貿投資機會 Opportunities

1. 農產品加工業 (蔬果/海產/畜牧/製糖/橡膠等等)

2.   傳統製造業 (塑膠射出/小家電/生活用品等等)

3. 紡織加工出口

4. 鞋類生產出口

5. 再生能源 (太陽能電廠等)

6. 發貨倉庫/ 轉口貿易 (汽車零配件/電子產品/家用品等等)

7. 原物料採購商機: 蔗糖/咖啡/ 肉品/ 海產/ 橡膠/ 棕櫚油/ 健
康食品(奇亞子/諾麗汁)…..



中美洲的經貿弱點Weakness

1. 地點距離台灣較遠 (影響貨品運費及公司管理)

2. 語言文化隔閡
(當地以西文為官方語言/僅貝里斯為英文)

3. 基礎設施仍持續改善加強中 (如電力供應與電費
較高)

4. 製造產業鏈較不完整 (較不適合精密電子業等)

5.   人民天性較隨遇而安，不重然諾，不夠積極上進。



中美洲的經貿威脅 Threats

1. 中國大陸貨品傾銷/ 搶占中美洲資源

2. 治安問題

3. 貧富不均

4. 產品包裝行銷尚待改進加強



中美洲七邦交國
個別簡介

４



貝里斯 Belize www.travelbelize.org



貝里斯



國土面積: 22,963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0.63倍面積)

人口總數: 37萬人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貝爾墨邦市（Belmopan），人口約2萬人；
貝里斯市為最大城市，人口8萬人。

幣制:貝國幣制為貝里斯幣（Belizean Dollar），1美元折合2貝幣，
採固定匯率。

執政黨: 聯合民主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 UDP）

現任元首:總督楊可為(Sir Colville Young)；總理巴洛（Dean Barrow）

駐華代辦: 黃凱琪 (Chargé d’ Affaires a. i. / Jasmine Kidd)

貝里斯



‐國民生產毛額: 17億6,300萬美元 (2015)
‐經濟成長率: 2.2%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8,600美金 (2015)
‐重要產業: 成衣工廠、食品加工、觀光、建築、石油

‐出口金額: 2億6,767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 甜菜糖和甘蔗糖(25.1%)、新鮮香蕉(18%)、甲殼類和軟體動物鹽
漬或乾燥(16.5%)、新鮮柑橘(15.3%)、原油(6.8%)
‐主要出口國: 美國(37.6%)、英國(30.4%)、歐盟(11.1%)、加勒比海共同市場
(11.9%)、墨西哥(4.1%)
‐進口金額: 10億300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運輸設備(22.8%)、燃料(11%)、食品(10.8%)、化學品及醫
藥品(9.1%)
‐主要進口國: 美國(33.7%)、墨西哥(10.6%)、中國大陸(10.1%)、荷蘭(8.8%)、巴拿
馬(3.9%)及英國(2.3%)

貝里斯



台貝雙邊經貿關係

 貝國台商現計約19家，投資金額約2,960萬美元，產業別
包括餐飲、旅館、旅行社、建築、塑膠、手工藝品、農
場、肉品、超市、電器組裝、鋼鐵建材、汽車零組件、
投資顧問、房地產、柚木種植及土地開發等。總雇用員
工約131人。

 貝里斯台商會現任會長為張雙隆先生，會員數約353人。

 2015年台灣自貝里斯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553,152元，
出口金額為美金11,053,446元，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金
11,606,590元。



經貿投資機會
1. 水產養殖

2. 農產種植及加工

3. 旅遊業

4. 家具/木材加工

5. 自貿區轉口貿易

6. 日用品進口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可食用之冷凍鯊魚翅 155,334
未燻製龍蝦，冷凍 122,352

冷凍海參，但未燻製 72,140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59,673
其他冷凍鯊魚 37,584
其他供計量液體流量或液位用之儀器及器具 28,580
金屬碘化物 27,700
其他塑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17,420
便鞋，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
皮製者 17,209

其他外底及鞋面以皮製之鞋靴，覆足踝者 15,160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貝里斯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特殊物品 8,445,918

處理器及控制器 681,980

腳踏車 409,387

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或屋頂通風扇 368,804

塑膠製袋（包括錐體） 314,002
風扇 265,764
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175,057

風扇及鼓風機之零件 160,399

太陽眼鏡 118,308

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113,827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貝里斯產品前十大項目



多明尼加 Dominican Republic
www.GoDominicanRepublic.com



多明尼加



國土面積: 48,442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1.35倍面積)

人口總數:約997萬人 (2015)

首都及重要都市: 聖多明哥市 (Santo Domingo)。

幣制:貝索（Peso），1美元折合43貝索。

執政黨: 解放黨（PLD）。

現任元首: 總統梅迪納閣下(Danilo Medina)

駐華大使: 阿布爾格格大使

(Amb. Rafaela Alburquerque de Gonzalez)

多明尼加



‐國民生產毛額: 671億8,990萬 (2015)
‐經濟成長率: 7%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6,732.28美金 (2015)
‐重要產業: 礦業、傳統農業（糖、咖啡、菸草)、紡織業、觀光業

‐出口金額: 96億7,240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黃金、醫療器械及用具、雪茄、電路開關、貴金屬首飾、醫藥用品、

T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可可豆、鞋靴、棉梭織品及香蕉 (2015)
‐主要出口國:美國、海地、加拿大、印度、波多黎各、荷蘭、英國、中國大陸、

德國及西班牙

‐進口金額: 169億720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石油暨相關提煉物、石油原油及自瀝青礦物提出之原油、石油氣、

小客車、醫藥製劑、其他塑膠製品、有線電話及電報器具、

電路開關及電氣用具、玉米 (2015)
‐主要進口國: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巴西、西班牙、波多黎各、哥倫比亞、

巴哈馬、日本及義大利

多明尼加



1. 目前我商在多國投資約73家，投資總額約1億
4,524萬美元，直接創造約7,000個就業機會，大
都從事貿易及服務業，尤其汽機車零配件、電腦
及周邊設備等。製造業方面，加工區內計有壓克
力板、運動帽及製鞋等3家廠商，區外則有塑膠品
業（如射出成型、塑膠袋）、衛生紙及建材廠。

2.   2015年台灣自多明尼加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
23,814,447，出口金額為美金元40,033,572，
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金元63,848,0189。

台多雙邊經貿關係



1. 加工出口區內投資設廠外銷

2. 科技產業（如再生能源）

3. 水產養殖業

4. 鞋類生產外銷

5. 醫療耗材生產外銷

經貿投資機會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鋼鐵廢料及碎屑 9,464,624
其他第9018節所屬之貨品 7,226,204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2,142,325
便鞋，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皮製
者 1,219,233
其他電氣診斷器具 774,545
開關，電壓未超過1000伏特者 734,556
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皮製之覆足
踝鞋靴 638,536
管狀金屬針及縫合針 571,295
其他寶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石，其他加工者 525,011

其他塑膠製實驗室、衛生及醫療用之物品 518,118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多明尼加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15,503,061
機器腳踏車之零件及附件 4,745,696
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或屋頂通風扇 3,998,880
聚酯，不飽和者，初級狀態 3,264,256
不帶毛牛（包括水牛）及馬類動物乾皮革（胚皮
革） 2,924,649
機器腳踏車，腳踏車，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 2,328,109
機動車輛車身之其他零件及附件 2,039,480
關，電壓未超過1000伏特者 1,790,602
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85%及以上者 1,783,745
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1,655,094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多明尼加產品前十大項目



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www.elsalvadorturismo.gob.sv



薩爾瓦多共和國



國土面積: 2萬1,040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0.58倍面積)

人口結構: 約640萬人 (2014)

首都及重要都市: 聖薩爾瓦多市（San Salvador）

幣制: 美元

執政黨: 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FMLN）

現任總統: 桑契斯閣下 (President Salvador Sanchez Ceren;   

2014年6月1日就職)

駐華大使: 錢曾愛珠大使(Amb. Marta Chang de Tsien)

薩爾瓦多共和國



‐國民生產毛額: 247億6,200美元 (2014)
‐經濟成長率: 2.5%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3,931.1美金 (2014)
‐重要產業: 食品加工、飲料、石油、化學劑、肥料、紡織品、家具、輕金屬

‐出口金額: 54億849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 內衣(26.49%)、成衣(13.12%)、電器設備(5.06%)、塑膠容器(3.39%)、紡
織品(3.31%)、蔗糖(3.26%)、咖啡(2.72%)、食品(2.41%)、成藥(2.16%)、有氣飲料(2.12%)
‐主要出口國: 美國(47%)、宏都拉斯(14%)、瓜地馬拉(14%)、尼加拉瓜(7%)、哥斯大黎
加(5%)、巴拿馬(2%)、多明尼加(2%)、墨西哥(1%)、加拿大(1%)、中國大陸(1%)、台灣
(1%)
‐進口金額: 104億1,540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12.99%)、機器設備(5.08%)、床罩桌布(4.31%)、生鐵(3.58%)、醫
藥品(3.31%)、汽車(3.13%)、針織品(3.12%)、塑膠原料(3.02%)、手機(2.51%)、紙製品
(1.97%)
‐主要進口國: 美國(39%)、瓜地馬拉(10%)、中國大陸(8%)、墨西哥(7%)、宏都拉斯(6%)、
哥斯大黎加(2%)、尼加拉瓜(2%)、德國(2%)、巴西 (2%) 、南韓(2%)、台灣(1%)

薩爾瓦多共和國



 截至2013年底止，我國在薩國投資總額7,343萬美元，居外人投資
排名第12位，為亞洲國家第2位。據駐薩經參處統計，我國在薩投
資家數為45家，創造就業機會5,789人。投資產業為成衣廠4家、
縫線廠1家、塑膠廠9家、鞋廠1家、水產養殖1家、自行車及機車
組裝2家、餐飲業10家、工業區廠房1家，兒童遊樂場1家，百貨
及超市15家等，對提供薩國就業機會頗有助益。

 台灣是薩國出口到亞洲國家中最大的巿場，2013年成長率高達
297%。根據薩國央行資料，2013年薩國整年出口到台灣達5,691
萬美元，主要原因為台薩自由貿易協定於2008年生效實施後，大
幅增進薩國產品出口到台灣，其中如蔗糖，佔薩國產品出口到台
灣的83%，出口額度達4,686萬美元。其次為咖啡、魚粉、紙類等
。

 2015年台灣自薩爾瓦多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32,128,650元，出
口金額為美金56,778,958元，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金82,907,608
元。

台薩雙邊經貿關係



1.高科技產業之太陽能燈具及照明設備廠

2.傳統產業之製鞋業

3.設立集散或發貨倉庫

4.精緻農業

5.商辦、社區住宅、旅館及觀光村開發

6.漁產加工業

7.食品加工及包裝

8.食品加工機械、塑膠模具及包裝等機械

經貿投資機會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甘蔗糖，不含添加香料或色素者 20,797,046

甘蔗糖蜜 3,363,959

精製糖 2,211,911
回收未漂白牛皮紙或紙板及瓦楞紙或
紙板

1,980,960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1,849,091

鋼鐵廢料及碎屑 853,945

鉭質電容器 362,060

塑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311,066

不銹鋼廢料及碎屑 203,793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鋁廢料及
碎屑

194,819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薩爾瓦多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31,404,859

聚丙烯 3,183,865

聚苯乙烯，初級狀態 2,892,993

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85%及以上者 2,858,928

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2,759,348
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
平面形狀，不論是否成捲 1,752,591

機動車輛用車頭大燈及尾燈 1,656,204

其他無線通訊器具 1,526,986

輻射層輪胎，小客車（包括旅行車及賽車）用 1,406,259

多層陶瓷介質電容器 1,336,925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薩爾瓦多產品前十大項目



瓜地馬拉 Guatemala www.visitguatemala.com



瓜地馬拉共和國



國土面積: 108,889 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3.02倍面積)
人口結構: 1,618萬人 (2015)
首都及重要都市:首都瓜地馬拉市，位於海拔1,500公尺高地，故全年氣候

涼爽。

古城安地瓜(Antigua)原為首都， 1773年大地震，安地瓜

城被毀，始遷都至現今之瓜地馬拉市，安地瓜現為瓜國

重要觀光景點城市。
幣制: 瓜國幣制以國鳥「給薩爾」（Quetzal）為名，目前1美元約可兌換

7.8瓜幣。

執政黨: 愛國黨（PP）
現任總統: 培瑞茲閣下 (President Jimmy Morales)
駐華大使: 亞谷華 (Amb. Olga María Aguja Zuñiga)

瓜地馬拉共和國



‐國民生產毛額: 644億2,396萬美元 (2015)
‐經濟成長率: 4.1%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3,983美元 (2015)
‐重要產業: 紡織成衣、糖製品、家具、化學劑、石油、金屬製品、橡膠、觀光

‐出口金額: 107億5,190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成衣(12.3%)、蔗糖(7.9%)、香蕉(7.1%)、咖啡(6.2%)、油脂(3.4%)
‐主要出口國:美國(34.9%)、中美洲(29%)、歐盟(6.8%)、墨西哥(4.0%)、巴拿馬(2.4%)
‐進口金額: 176億3,620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燃油及潤滑劑(6.7%)、原料及中間財(2.9%)、消耗財(4.8%)、

非消耗財(8.7%)
‐主要進口國: 美國(36.9%)、墨西哥(11.6%)、中美洲(11.3%)、中國大陸(10.6%)、

歐盟(6.8%)

瓜地馬拉共和國



台瓜雙邊經貿關係
1. 瓜地馬拉的台灣僑胞到目前為止約300餘人。部分因宗教原因

移民而來者，以從事如生產豆腐、豆芽、雞蛋糕及水電修理等
行業。目前在瓜國重要商會組織為「瓜地馬拉台灣商會」、「
瓜地馬拉中華商會」及「瓜地馬拉台灣工商會」，其中以台灣
商會為最大之組織，目前登記會員100名。

2. 根據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經參處調查，累計至2013年12月旅瓜台
商投資約57件，投資額計3億8,120萬美元，創造2,433個就業機
會。投資項目包括製造業（速食麵工廠、果凍及蛋捲工廠、拉
鍊加工廠）；商業（百貨、手工藝材料、鋼鐵浪板、電腦及零
組件、汽機車零配件、LED燈及其他）；服務業（旅館、餐飲
、汽車修理廠）；農業種植；營建業（道路工程及社區住宅）
等；以及瓜國代理商6家（海運、網路設備、電子零件及三秒膠
等）。

3. 2015年台灣自瓜地馬拉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60,213,924元，出口金
額為美金107,432,829元，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金元167,646,753。



經貿投資機會

1.農產加工業
2.林木業
3.客服中心（Call Center）及業務流程委外（BPO）
4.觀光業
5. 輕工業 (機械及電器、汽車和運輸器材、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通訊器材、美容保養品等)

6.紡織成衣業
7.能礦業
8.石油開採
9.道路、機場、港口等基礎建設



產品項目 金額 (美金)

甘蔗糖，不含添加香料或色素者 32,849,315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10,988,054

其他精製糖 7,779,154
回收未漂白牛皮紙或紙板及瓦楞紙或紙
板 1,985,132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銅及黃銅廢
料及碎屑 1,675,162
黃色種（維吉尼亞）部份或全部除骨菸
葉 1,557,605

夏威夷果，去殼者，鮮或乾 1,042,702

部份或全部除骨菸葉 859,848

冷凍蝦類，包括燻製 858,723

不銹鋼廢料及碎屑 618,229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瓜地馬拉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柴油 63,781,138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 14,082,476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6,437,464

聚丙烯 5,904,133
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85%及
以上者 3,924,171

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3,363,872

無線通訊器具 2,734,002

機動車輛用照明設備 2,703,344

聚碳酸樹脂製板、片及扁條 2,279,369

其他聚苯乙烯，初級狀態 2,222,860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瓜地馬拉產品前十大項目



宏都拉斯 Honduras www.letsgohonduras.com



宏都拉斯



國土面積: 112,492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3.12倍面積)

人口總數: 約860萬人 (2015)  

首都及重要都市: 德古西加巴（首都）；

汕埠（宏北工業城市）；柯班 (馬雅古城) 

幣制: Lempira宏幣 ($1美元=20宏幣)

執政黨:國家黨

現任總統:耶南德茲閣下 (President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

駐華大使: 謝拉大使(Amb. Rafael Fernando Sierra Quesada)

宏都拉斯



‐國民生產毛額: 199億4,100萬美元 (2015)
‐經濟成長率: 3.6%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2,264美金 (2015)
‐重要產業: 糖、咖啡、紡織、成衣、木製品、雪茄

‐出口金額: 38億2,450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 咖啡、香蕉、蝦、紙箱袋、非洲棕櫚油、雪茄、黃金、肥皂、貴金屬、

冷凍魚片

‐主要出口國: 美國、薩爾瓦多、德國、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荷蘭、比利時、

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巴拿馬

‐進口金額: 94億2,430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 燃料油、醫療用品器材、二極體、電話通信設備、鋼片、貨車、

調理食品、客車或轎車、玉米、塑膠製品

‐主要進口國:美國、中國大陸、瓜地馬拉、墨西哥、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西班牙、

印度、德國、巴拿馬

宏都拉斯



台宏雙邊經貿關係
 台灣廠商原於2000年成立「福爾摩莎工業區」，於汕埠市
北方工業區投資金額約1.5億美元，從事紡紗、織布、染整
、印花及成衣製造業產品銷往美國，園區內計有15家紡織
成衣業者。唯2005年美國取消紡織品無配額限定保護條款
後，該工業區因美國買主訂單轉往亞洲其它國家後，於
2007年該工業區關閉。目前台商於宏國較大投資為塑膠包
裝業(供外銷紡織品使用)與養蝦業，現我國在宏都拉斯正
式投資案為25件，金額約1.5億美元。

 2015年台灣自宏都拉斯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 26,261,649
元，出口金額為美金55,377,194元，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
金 81,638,843元。



經貿投資機會
1.加工出口業

2.農產及食品加工業

3.觀光業

4.礦產品

5.包裝工業

6.煉糖業

7.鱷魚養殖及加工

8.花卉

9.製藥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冷凍蝦類，包括燻製 15,463,030

回收未漂白牛皮紙或紙板及瓦楞紙或紙板 4,359,372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2,002,388
冷凍海參，但未燻製 1,043,118
人造纖維製套頭衫、無領開襟上衣、外穿式
背心及類似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897,238

鋼鐵廢料及碎屑 673,423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595,262

不銹鋼廢料及碎屑 426,907

其他玩具 407,381

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393,530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宏都拉斯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22,680,974

特殊物品 15,902,497

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85%及以
上者

3,372,820
未含酒精飲料水，含糖或其他甜味料或香
料者（不含乳製品）

2,846,525
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或屋頂通
風扇

2,313,188
合成纖維製異色紗織成其他針織品或鉤針
織品

1,965,559

第8438節所屬之機械 1,919,557

人造纖維製針織或鉤針織毛圈織物 1,620,560

輻射層輪胎，大客車及貨車用 1,426,151

機動車輛用車頭大燈及尾燈 1,329,363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宏都拉斯產品前十大項目



尼加拉瓜 Nicaragua www.intur.gob.ni



尼加拉瓜共和國



國土面積: 130,688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3.63倍面積)
人口總數: 約617萬人 (2015)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馬納瓜（MANAGUA)為首都

古城雷昂（LEON）
格拉納達（GRANADA）
馬莎亞（Masaya ）

幣制: 尼幣Córdoba (1美元 = 22.7尼幣)
執政黨:     桑定解放陣線黨(FSLN) 
現任總統: 奧德嘉總統(Daniel Ortega Saavedra) 
駐華大使: 達比亞大使(Amb. William Tapia Alemán)

尼加拉瓜共和國



‐國民生產毛額: 120億8,700萬美元 (2015)
‐經濟成長率: 4.9%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1,929美金 (2015)
‐重要產業:食品加工、化學製品、機械金屬製品、紡織成衣、煉油輸出、飲品、鞋類、

木材、電源線材、礦產

‐出口金額: 25億66萬美元，不含加工區出口值23億3,839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 牛肉、咖啡、黃金、養殖蝦及龍蝦、蔗糖、花生、乾酪、紅豆、乳品、

食用油 (加工區主要出口項目：成衣、點火線組、雪茄、養殖蝦) 
‐主要出口國: 美國、委內瑞拉、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

墨西哥、中華民國、英國、加拿大

(免稅出口區：美國、墨西哥、宏都拉斯、西班牙、中華民國、多明尼加、

薩爾瓦多、法國、加拿大、英國)
‐進口金額: 58億7,711萬美元，不含加工區進口值21億1,203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柴油及其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醫藥製劑、石油原油、

載貨用機動車輛、手機及通訊器材、小客車、殺蟲劑、殺菌劑、

除草劑等化學品、塑膠包裝製品、調製食品、鋼鐵

‐主要進口國: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荷屬安地斯群島、

薩爾瓦多、宏都拉斯、日本、泰國

尼加拉瓜共和國



台尼雙邊經貿關係

1. 2014年我國與尼加拉瓜雙邊貿易達近1億3,100萬美元，創新歷
年紀錄；其中尼國輸華年成長率達22%，金額達8,200萬美元，
我國成為尼國亞洲首要外銷市場及全球第9大外銷市場。

2. 目前我國在尼國較具規模之投資廠商以紡織成衣業、旅館業為
主、其中我商新光集團與互助營造、老爺酒店合資在尼京投資
設立尼加東方開發公司，投資項目包括Hotel Crowne Plaza飯店
、Plaza Inter購物中心及國際會議中心，經營情形良好，堪稱
我在尼投資典範。

3. 其他尚有塑膠製造、貿易業、百貨業、服務業及農牧業，我商
累計投資件數37件，累計投資金額達1億3,342萬美元，創造約
6,200人之就業機會。

4. 2015年台灣自尼加拉瓜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 80,947,937 元，
出口金額為美金 16,686,556 元，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金
97,634,493 元。



經貿投資機會

1. 農產種植及食品加工
2. 畜牧養殖及出口
3. 金銀礦開採
4. 生質燃料
5. 再生能源
6. 木材加工及家具製造
7. 太陽能模組及智慧電網
8. 基礎建設及公共工程設計及營造
9. 觀光旅遊
10.紡織成衣加工
11.鞋類製造加工
12.皮革染整加工
13.橡塑膠製品加工
14.紙箱紙盒製造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冷凍蝦類，包括燻製 35,999,115

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14,684,921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6,912,023

精製糖 6,588,625

冷凍未燻製龍蝦 5,698,795

甘蔗糖，不含添加香料或色素者 3,213,745

乾海參 2,508,708
冷凍去骨牛肉排（胸側肉、背脊肉、
腰內肉、腰脊肉、上腿肉）

2,179,257

甘蔗糖蜜 1,605,216

冷凍食用牛雜碎 1,557,532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尼加拉瓜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85%
及以上者

9,034,894

聚胺基甲酸乙酯浸漬、塗佈、被覆或黏
合之其他紡織材料製紡織物

1,655,456

合成纖維製染色其他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141,536

塑膠拉鍊 1,013,526

聚丙烯 783,503

無線通訊器具 748,123

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 662,447

異色紗織之棉梭織物 624,181

未含酒精飲料水，含糖或其他甜味料或
香料者（不含乳製品）

537,322

第3824節所屬之貨品 485,568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尼加拉瓜產品前十大項目



巴拿馬 Panama www.visitpanama.com



巴拿馬共和國



國土面積: 75,517平方公里 (約台灣的2.09倍面積)

人口數量: 約391萬人 (2015)

首都及重要都市:首都為巴拿馬市，為全國第一大城。箇朗市（Colon）及

大衛市（David）亦為巴拿馬主要城市

幣制:以巴爾波（Balboa）為單位，與美金等值，惟實際使用美元，巴拿馬

不發行紙幣，亦無中央銀行

執政黨: 巴拿馬主義黨(Panameñista Party, CD)

現任總統: 瓦瑞拉閣下 (President Juan Carlos Varela)

駐華大使：馬締斯大使(Amb. Alfredo Martiz Fuentes)

巴拿馬共和國



‐國民生產毛額: 462.12億美元(2015)
‐經濟成長率: 5.8% (2015)
‐平均國民所得: 11,807美金(2015) 
‐重要產業: 建築、釀酒、水泥與其他建材、糖、運輸、倉儲及電訊通信業、

批發及零售業、營造建築業、不動產租賃銷售業、金融仲介業
‐出口金額: 6億9,575萬美元 (2015)
‐主要出口產品: 香蕉、蝦貝、魚(含生鮮、冷藏、冷凍之切片及其他魚肉)、木材、飼料、

金屬廢料、咖啡、鳳梨、蔗糖、酒類、瓜果類、鋁廢料、銅廢料、
藥品、皮革、牛肉、紙箱、棕櫚油、鋁製容器、肉製品、魚排、魚油、
蛋、牛肉、乳酪、乳品、木材、蔬菜

‐主要出口國: 美國、德國、哥斯大黎加、中國大陸、台灣、荷蘭、越南、印度、
義大利、西班牙、尼加拉瓜、墨西哥、南韓

‐進口金額: 121億3,610萬美元 (2015)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小客車、鋼鐵建材、醫藥製劑、通訊器材(含手機)、食物調製品、

傢具、鞋類、自動資料處理機、鐵鋼條桿、貨車、包裝材料、
電線電纜、紡品、汽車零件、冷凍冷藏設備、飲用水、玉米、殺蟲劑、
動飼料、成衣、車胎、運動鞋、壓縮機、推土機、油渣、烘焙材料、
拖車、機械

‐主要進口國: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南韓、哥倫比亞、西班牙、
日本、德國、美大利、泰國、瓜地馬拉、巴西、法國、薩爾瓦多、
加拿大、印度、英國、智利、秘魯、香港、台灣(第22位)

巴拿馬共和國



1. 2013年12月底止我商投資巴國總計14億7,176萬美元（共78件），從事
航運（長榮海運集團）、金融（兆豐國際商銀）、漁撈（今隆達遠洋
漁業公司）及轉口貿易、餐飲、批發、零售、汽車修理、製造業等，
多屬中、小型企業。個別投資規模以長榮集團最大，約佔45%，其次為
兆豐金控集團及今隆達漁業公司。

2. 我商多從事進口及轉口貿易業，集中在箇郎自由貿易區內，進出口貨
物以汽車零配件、成衣、鞋類、鐘錶、眼鏡、化妝品、自行車、小五
金、禮品、雜貨等為主，由於競爭激烈，採薄利多銷方式經營，資本
額不大多在20萬美元上下。主要行銷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3. 製造業則集中於大衛堡加工出口區，生產包裝用塑膠泡膜、塑膠桌椅
、電風扇組裝及紙箱生產等。

4. 其餘則為從事金融、餐飲、批發、零售、漁撈及汽車維修等業。

5. 2015年台灣自巴拿馬進口之產品金額為美金27,069,328元，出口至巴拿
馬金額為美金66,342,145元，兩國雙邊貿易總額達美金93,41,473元。

台巴雙邊經貿關係



1. 電器電子裝配

2. 家具製造

3. 塑膠產品加工

4. 食品加工

5. 農漁業產品加工

6. 綠能發電設備

7. 醫療器材/耗材

8. 日常用品

9. 電子產品

10.汽車零配件

經貿投資機會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鋼鐵廢料及碎屑 7,313,524

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6,542,238

冷凍蝦類，包括燻製 5,044,119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2,744,508

冷凍去骨牛肉 1,253,756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1,072,684
冷凍去骨牛肉排（胸側肉、背脊肉、腰內
肉、腰脊肉、上腿肉） 918,338

冷凍食用牛雜碎 893,438

冷凍魷魚，但未燻製 789,882

可食用之冷凍鯊魚翅 496,841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進口巴拿馬產品前十大項目



產品項目 金額 (美元)

空白光學媒體 23,041,408

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或屋頂通
風扇 17,450,955

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85%及以
上者 4,435,535

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4,364,388

風扇 3,546,680

塑膠製袋（包括錐體） 3,285,222

鋼鐵製之其他管及空心型 2,965,435
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
及其他平面形狀 2,903,908

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
及其他平面形狀 2,217,818

壓縮式家用冰箱容量在500公升及以上，但
小於800公升者 2,130,796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2015年台灣出口巴拿馬產品前十大項目



預定9月12日至10月4日
赴中美洲七國考察。

中美洲經貿商機考察團

歡迎踴躍參加！



聯繫本處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電話：(02)8789-1592
傳真：(02)2723-6328

地址：台北市110信義路五段五號7樓7A09室
E-mail: cato@cato.com.tw

網站：www.cato.com.tw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