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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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團來台參展，並與台灣業者
進行商務洽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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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 約 610萬人
國民生產毛額 474.7億美元
全球排名 98
國民所得 7,500美金
首都 聖薩爾瓦多市 (San Salvador)
貨幣單位 美元

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 1.6%
失業率 6.3%
投資成長率 14.5%
通貨膨脹率 0.9%

主要農業
咖啡、糖、玉米、米、豆類、種子油、
棉花、高梁、牛肉、乳製品

主要產業
食品加工、飲料、石油、化學劑、肥料、
紡織品、家具、輕金屬

出口值 51.12億美元

主要出口項目
加工組裝品、咖啡、糖、紡織成衣、黃
金、酒精、化學劑、電力、鋼鐵製品

進口值 100.3億美元

主要進口項目
原物料、消費性產品、燃料、食品、石
油、電力

經濟概況

資料來源：美國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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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面積 2萬 1,040平方公里，人口約 615萬，係中美
洲人口最稠密之國家。南臨太平洋，西北與瓜地馬拉接壤，
東及北面與宏都拉斯交界，處中美洲心臟地帶，距美國邁阿
密僅一千公里左右，地緣位置優越。薩國以民主政治、總體
經濟穩定、採用美元、勞工素質佳、地利優勢、道路及水電
基礎建設良好、雙語人才多等優異條件，在中美洲國家中塑
造較佳經商及投資環境形象。薩國經濟結構朝向服務業發展，
根據薩國中央銀行資料，其產業結構 (佔 GDP%)：農牧業
11.35%，工業 26.63%，服務業 62.02%。農牧業主要產品為
咖啡、蔗糖；製造業以食品加工、製藥與紡織為主，一般金屬、
塑膠及機械等工業逐漸起步。服務業以商業、旅館餐飲業、
金融業、發貨中心及電話客服中心為主。薩國政府除了發展
製造業、觀光旅遊及服務業外，近年來亦鼓勵農民種植咖啡、
蔗糖、基本穀類 (玉米、高梁、稻米、豆類 )、農產品加工業
及水產養殖業等產業。薩國政府本（2014）年預估薩經濟成
長率為 2.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預測為 1.6%，另，
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發展委員會（CEPAL）預估有 2.5%
成長，並指出薩爾瓦多本年民間投資及出口趨向樂觀。薩國
本年經濟成長主要關鍵為薩國製造業對美國出口可望增加，
及政府積極推動鼓勵私人投資方案。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1.	 	已簽署：中華民國（台灣）、CAFTA-DR（薩爾瓦多、瓜
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與
美國）、智利、多明尼加、巴拿馬、哥倫比亞與薩、宏、
瓜自由貿易協定、墨西哥與薩、瓜、宏自由貿易協定。其
他貿易協定包含薩爾瓦多與古巴（部分優惠貿易協定）、
中美洲 5國與墨西哥（Unique FTA）、歐盟貿易夥伴協定。

2.	 	談判中：中美洲 4國（薩、瓜、宏、尼）及巴拿馬與加勒
比海共同市場（CARICOM）、中美洲 5國與加拿大 FTA、
中美洲 4國（薩、瓜、宏、尼）及巴拿馬、秘魯、厄瓜多
（部分優惠貿易協定）、千里達及托巴哥（部分優惠貿易
協定）、日本、貝里斯、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
中美洲與冰島、挪威、列支敦士登及瑞士自由貿易協定、
南韓。

3.			台薩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 3月 1日生效。薩國對我提
供 3,590項（占 57.1%）產品立即免關稅待遇，我國對薩
國提供 5,688項（占 64.4%）貨品立即撤除關稅。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17011100908) 其他粗製甘蔗糖 55,000,000 25,635,336
(17011400004) 其他甘蔗糖，不含添加
香料或色素者 40,000,000 17,996,497

(17019990904) 其他精製糖 5,000,000 3,23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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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7,000 2,460,350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7,142,000 2,404,262
(9011100007)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
鹼者 476,045 1,878,065

(23012010006) 魚渣粉 1,233,000 1,206,543
(76020000106)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
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274,179 453,816

(72042100005) 不鋼廢料及碎屑 174,000 245,720
(61091000006) 棉製Ｔ恤衫、汗衫及其
他背心，針織或鉤針織者 7,146 197,293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39076000103)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
烯酯（黏度 0.7至 0.92），初級狀態 37,884,000 56,561,956

(39079990001) 其他聚酯，飽和者，初
級狀態 7,920,000 11,740,702

(87089990002)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
附件

370,435 3,488,031

(60063200004)合成纖維製染色其他針
織品或鉤針織品

502,186 2,40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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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524 2,133,836

(40111000105) 輻射層輪胎，小客車（包
括旅行車及賽車）用

418,573 1,919,448

(32041610008) 反應性染料 473,675 1,860,266
(60019100007) 棉製其他針織或鉤針織
圈絨織物

272,822 1,853,276

(54075200006) 其他染色梭織物，含聚
酯加工絲重量在 85%以上者 352,821 1,706,183

(39012000000) 比重等於 0.94或大於
0.94之聚乙烯，初級狀態 799,000 1,218,090

2013台灣進口薩爾瓦多產品前 10大項目 (仟美元 ) 2013台灣出口薩爾瓦多產品前 10大項目 (仟美元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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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rade.gov.tw
國家發展委員會    www.ndc.gov.tw
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資料  www.customs.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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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瓦多政府 / 商業機關

薩爾瓦多外交部  www.rree.gob.sv
薩爾瓦多經濟部  www.minec.gob.sv
薩爾瓦多商業總會 (CCIES)  www.camarasal.com
薩爾瓦多工業總會 (ASI)  www.industriaelsalvador.com
薩爾瓦多中央銀行  www.bcr.gob.sv
薩爾瓦多貿易投資介紹網站  www.elsalvadortrade.com.sv
薩爾瓦多國家促進投資處 (PROESA)  www.proesa.gob.sv
薩爾瓦多私人企業協會 (ANEP)  www.anep.org.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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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