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人口 約 351萬人

國民生產毛額 558億美元

GDP全球排名 92

國民所得 15,300美金

首都 巴拿馬市 (Panama City)

貨幣單位 巴拿馬幣 (Balboa)

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 8.5% (2012)

失業率 4.4% (2012)

投資成長率 30.1% (2012)

通貨膨脹率 6.1% (2012)

主要農業
香蕉、米、玉米、咖啡、甘蔗、蔬菜、畜牧、
蝦子

主要產業 建築、釀酒、水泥與其他建材、糖

出口值 179.7億美元 (2012)

主要出口項目

黃金、香蕉、鋼鐵廢料、蝦、魚 (含生鮮、冷
藏、冷凍之切片及其他魚肉 )、蔗糖、鮮果、
銅廢料、酒類、鮮瓜、冷凍牛肉、鋁廢料、原
木、醫藥製劑、咖啡、棕櫚油、動物用飼料、
牛皮、貨櫃、調製肉品、乳酪、紙箱、木材、
乙醇、牛雜、含貴金屬廢料、紙張板

進口值 240.4億美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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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馬位處南美洲西北

地峽部分，西接哥斯大

黎加，東與哥倫比亞為

界，南瀕太平洋，北臨加

勒比海，素有「世界的十字路

口」之稱。服務業是巴拿馬經濟主

幹，服務業所創造之經濟產出占 GDP 
80.7%，並以金融服務、轉口貿易、航運倉儲及
觀光旅遊為勝。巴拿馬整體工業製造並不發達，主要以農牧

產品加工業為主，計有製糖、乳製品、菸酒、紙箱、電風扇、

日用品、罐頭食品、水泥、鋸木及傢俱、塑膠製品、造紙、

成衣、飲用器皿及化學製品等。工業產品出口以藥品、食物

調製品、乳製品、化學製品及金屬加工產品為主。農產品主

要為香蕉、稻米、菸草、可可，其次為椰子、咖啡、橡膠、

玉蜀黍、糖、柑橘等。畜牧業主要為牛、羊、豬及家禽等。

沿海漁業尚稱發達，以捕蝦為主，捕鮪業亦在發展中。箇朗

自由貿易區 (Colon Free Zone)位於巴拿馬運河畔，居太平洋
與大西洋之轉口要塞，毗鄰美國與歐洲市場。此外，巴拿馬

政府斥資 52.5億美元擴建巴拿馬運河，增建第三組水閘，讓
更大型船隻得以通航。此一工程已吸引許多跨國公司參與，

預訂 2014年完工，屆時運河的通行能量將增加一倍。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1.   已簽署：薩爾瓦多、智利、中華民國 (台灣 )、新加坡、
哥斯大黎加、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多明尼加、

哥倫比亞、墨西哥、古巴、以色列、秘魯、拉丁美洲統合

協會、中美洲經濟整合秘書處。

2.  談判中：哥倫比亞、中美洲 4國（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巴拿馬）與 EFTA(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及
瑞士 ) 自由貿易協定、阿魯巴、環太平洋拉丁美洲拱論壇、
太平洋聯盟。

3.  台巴自由貿易協定：中華民國台灣 -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
於 2004年 1月 1日生效後，我國對巴國 71%的產品將予
立即零關稅優惠，該協定實施十年後，巴國 97%的產品
免關稅進入我國；巴國對我國 48%的產品給予立即零關
稅優惠；我國將有 95%的項目免關稅進入巴國。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42,730,000 16,341,853

(2023090207) 其他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1,533,192 6,553,870

(2023090902) 其他冷凍去骨牛肉 955,920 4,007,944

(47071000006) 回收（廢料及碎屑）之未漂
白牛皮紙或紙板及瓦楞紙或紙板

6,784,000 1,570,445

(41041990007) 其他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899,562 1,292,260

(3061300907) 其他冷凍小蝦及對蝦 151,120 942,234

(76020000106)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
鋁廢料及碎屑

403,784 71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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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66 657,370

(2062910007) 冷凍牛肉骨 954,544 513,675

(9011100007)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21,572 457,891

經濟概況 2012台灣自巴拿馬進口產品前 10大項目 (千美元 )

2012台灣出口至巴拿馬產品前 10大項目 (千美元 )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85234010002) 空白光學媒體 11,145,630 86,787,577

(84145100002) 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
或屋頂通風扇，本身裝有輸出功率不超過 125
瓦之電動機者

7,610,327 21,141,834

(40111000105) 輻射層輪胎，小客車（包括
旅行車及賽車）用

1,583,542 7,492,236

(84182120001) 壓縮式家用冰箱容量在 500
公升及以上，但小於 800公升者 874,543 6,481,602

(84145900004) 其他風扇 2,435,829 6,324,822

(54075200006) 其他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
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1,694,009 6,279,075

(35069110001) 熱熔膠 1,297,587 4,519,289

(87089990002)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586,966 4,443,699

(39199090006) 其他塑膠製自粘性板、片、
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狀，不論是
否成捲

683,045 2,578,021

(40112000103) 輻射層輪胎，大客車及貨車
用

489,752 2,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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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馬 Pa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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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馬政府 /商業機關
巴拿馬法規資訊網 www.legalinfo-panama.com
巴拿馬商業資訊網 www.businesspanama.com
巴拿馬工商部 www.mici.gob.pa
箇朗自由貿易區 www.colonfreezone.com

巴拿馬審計署 www.contraloria.gob.pa

巴拿馬農工商總會 www.panacamara.com

巴拿馬工商總會 www.industriales.org

巴拿馬銀行協會 www.asociacionbancar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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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O)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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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安排海外投資前置作業規
劃之相關事項。

• 組成經貿團前往中美洲採購、參展或考察投資。

• 協助中美洲六個友邦廠商與參展並與台灣業者進行商務洽談。

• 接待中美洲經貿團來台參展或推廣。

• 增進中美洲六個友邦與中華民國的經貿外交關係，並協助中美
洲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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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馬 Pan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