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人口 約 572萬人

國民生產毛額 198.9億美元

全球排名 106

國民所得 3,300美金

首都 馬納瓜 (Managua)

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 科多巴 (Córdob)

失業率 7.4% (2012)

投資成長率 26.6% (2012)

通貨膨脹率 5.1% (2012)

主要農業
香蕉、咖啡、柑橘、牛肉、木材、蝦子、吳郭
魚、龍蝦、玉米、棕櫚

主要產業 糖、咖啡、紡織、成衣、木製品、雪茄

出口值 41.6億美元 (2012)

主要出口項目
咖啡、牛肉、黃金、乾酪、蝦類 (龍蝦 )、花生、
紅豆、蔗糖

進口值 65.19億美元 (2012)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原油、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醫藥製劑、
載貨用機動車輛、電話機或手機、稻米、殺蟲
劑、殺菌劑、鋤草劑、小客車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小客車、醫藥製劑、有線電話或電報機
具、公車、鐵鋼條桿、自動資料處理機、家具、
玉米、貨車、推土機、食物調製品、電導體、
起重升降機、表層鍍塗鐵鋼軋製品、離心機過
濾器、運動鞋、汽車零件、塑膠盒籃、冰箱、
印刷機、油渣餅、皮製鞋靴、電視及影音器材

尼加拉瓜為中美洲最大

的國家，北鄰宏都拉斯，

南與哥斯大黎加為界，東

臨加勒比海，西臨太平洋。

尼國以農立國，農產品為出口

大宗，主要生產咖啡、玉米、稻米、

豆類、高梁及甘蔗。尼國草原面積甚廣，

畜牧業發達，牛肉出口為尼國主要出口產品第二位，

僅次於咖啡。目前尼加拉瓜出口加工牛肉，高級部位牛肉及

內臟至中美洲市場、墨西哥、美國以及日本、台灣等亞洲國

家。尼國每年木材生產量約為 8,000萬立方公尺，出口種類

計有桃花心木、柚木、紅檀木、花梨木、檜木、松木等多達

六十五種，桃花心木及柚木最受青睞。尼國濱臨太平洋及大

西洋，擁有豐富的鱸魚、鮪魚、蛤蚌、青花魚等漁產資源。

太平洋海灣提供理想的養蝦場條件，使尼國具有生產中美洲

及巴拿馬總數三分之一蝦類的潛力，漁業出口主要為龍蝦、

明蝦及養殖蝦，其中以養殖蝦前景看好。尼國主要製造業有

食品、飲料、非金屬產品、煉油、化學、木材、菸草及成衣

等製造業，大部分製造業多在加工出口區。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1. 已簽署：墨西哥、中華民國 (台灣 )、美國與中美洲五國及
多明尼加（CAFTA-DR）、中美洲 5國與巴拿馬、拉丁美
洲整合組織 (ALADI，2012年 3月經尼國國會審議通過，
正式生效 )；以及與哥倫比亞及委內瑞拉之部分關稅減讓
協定。

2. 談判中：中美洲 4國 -巴拿馬與加勒比海共同市場、中美
洲 5國 -巴拿馬與加拿大；美洲玻利瓦聯盟（ALBA)貿易
協定。

3. 台尼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8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後，尼
國對我產品約有 3,374項 (占 51.1%)立即免關稅待遇。
我國也對尼國提供5,797項 (占65.6%)貨品立即撤除關稅；
15年後將有 97.3%完全開放給尼國產品自由進入我國市
場，相對地尼國也將有 95.1%完全開放給我國產品自由進
入。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3061300907) 其他冷凍小蝦及對蝦 2,244,770 12,675,952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32,309,000 12,374,676

(2023090207) 其他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1,792,560 8,762,493

(2023090109) 其他冷凍去骨牛肉排（胸側
肉、背脊肉、腰內肉、腰脊肉、上腿肉）

614,104 4,365,232

(17011100908) 其他粗製甘蔗糖 7,246,000 4,212,758
(3079914006) 冷凍海參 90,725 1,141,456
(2062990992) 其他冷凍食用牛雜碎 333,275 1,053,603

(5040029222) 牛胃（肚），整個或切開者均
在內，冷凍

357,797 1,039,749

(17019990904) 其他精製糖 1,248,000 924,294
(2013090100) 其他去骨牛肉排（胸側肉、背
脊肉、腰內肉、腰脊肉、上腿肉），生鮮或
冷藏

132,678 923,050

經濟概況 2012台灣進口尼加拉瓜產品前 10大項目 (千美元 )

2012台灣出口尼加拉瓜產品前 10大項目 (千美元 )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54075200006) 其他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
工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763,754 8,719,113

(60063120001) 合成纖維製漂白其他針織品或
鉤針織品

800,454 8,396,067

(60063200004) 合成纖維製染色其他針織品
或鉤針織品

639,290 4,330,298

(54075400004) 其他印花梭織物，含聚酯加
工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238,503 2,095,516

(60069090004) 其他紡織材料製其他針織品
或鉤針織品

187,671 1,733,883

(84522900004) 其他縫紉機 69,844 1,416,538

(60053110004) 合成纖維製未漂白經編織物
（包括在裝飾織物機上作成者），第 6001至
6004節除外

232,881 1,209,808

(52091200005) 未漂白棉 3枚或 4枚斜紋梭
織物，含棉重量在 85%及以上，每平方公尺
重量超過二百公克者

343,914 1,128,670

(96071910006) 塑膠拉鍊 41,066 1,053,574

(60029090909) 其他紡織材料製其他針織
品或鉤針織品，寬度不超過 30公分者，第
6001節除外

78,128 770,33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資料來源：美國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尼加拉瓜 Nicaragua



重要經貿投資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政府機關

中華民國外交部 www.mofa.gov.tw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www.icdf.org.tw
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www.dois.moea.gov.tw
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 ww.cweb.trade.gov.tw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www.cepd.gov.tw
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資料 www.customs.iii.org.tw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www.taitra.com.tw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www.cieca.org.tw
中華經濟研究院 www.cier.edu.tw

尼加拉瓜政府 /商業機關
尼加拉瓜外交部 www.cancilleria.gob.ni
尼加拉瓜工商發展部 www.mific.gob.ni
尼加拉瓜投資推廣署 www.pronicaragua.org
尼加拉瓜加工出口委員會 www.czf.com.ni

尼加拉瓜中央銀行 www.bcn.gob.ni
尼加拉瓜生產及出口商協會 www.apen.org.ni
尼加拉瓜商業總會 www.caconic.org.ni
尼加拉瓜工業總會 www.cadin.org.ni

其他

經濟學人 www.economist.com
美國國際貿易資訊系統 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
index.html
FTA貿易協定網 www.taiwantrade.com.tw/CH/fta/
中美洲經濟整合體 www.sieca.org.gt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 提供有關中美洲 -台灣經貿活動、投資優惠、觀光等資訊。

• 推動國內廠商與中美洲企業進行策略聯盟投資合作。

• 協助有意赴中美洲投資之我國廠商，安排海外投資前置作業規
劃之相關籌辦事項。

• 組織經貿團前往中美洲採購、參展或考察投資。

• 協助中美洲六友邦國家廠商與參展並與台灣業者進行商務洽
談。

• 中美洲經貿團來台參展並推廣。

• 加強中美洲六友邦國與中華民國的商業及外交關係，並協助各
駐華使館經貿推廣工作。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TEL：+(886) 2-8789-1592    FAX：+(886)2-2723-6328
ADD：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5號 7樓 7A09室
E-MAIL：cato@cato.com.tw WEB：www.cato.com.tw

尼加拉瓜 Nicaragu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