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加拉瓜 Nicara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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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萬人
國民生產毛額 278.6億美元
全球排名 118
國民所得 4,500美金
首都 馬納瓜 (Managua)
貨幣單位 科多巴 (Córdoba)
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 4.2% 
失業率 7.2% 
投資成長率 34.4% 
通貨膨脹率 7.4% 

主要農業
咖啡、香蕉、甘蔗、棉花、米、玉米、
菸草、芝麻、黃豆、牛肉、小牛、豬肉、
家禽、乳製品、蝦子、龍蝦

主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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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值 42.78億美元 

主要出口項目
咖啡、牛肉、蝦子與龍蝦、菸草、糖、
黃金、花生、電源線材、紡織品、棉花

進口值 66.0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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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概況

資料來源：美國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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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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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出口佔尼國
主要出口產品之第二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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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台灣 )、美國與中美洲暨多明尼加 FTA
（CAFTA-DR）、中美洲 5國與巴拿馬、中美洲 5國與智
利（尼智 FTA於 2012年 10月 19日生效）、中美洲 5國
與墨西哥（Unique FTA，2012年 9月 1日生效）、拉丁
美洲整合組織（ALADI，尼國在 ALADI架構下，已與玻利
維亞互換免稅清單並完成簽署，另與厄瓜多著手研議互換
免稅清單中）、哥倫比亞（部分關稅減讓協定）、委內瑞
拉（部分關稅減讓協定）、歐盟貿易夥伴協定（2010年 5
月 18日完成談判，2012年 6月 29日簽署、2013年 8月
1日實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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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美洲人民玻利瓦
聯盟（ALBA）貿易協定 (加入「美洲玻利瓦聯盟國家經
濟區 -人民貿易協定架構協議 (Acuerdo Marco EcoAlba-
TCP)」，並交付國會於 2013年 4月 18日投票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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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2,416 21,266,724
(2023090207) 其他冷凍去骨牛腩、牛腱 1,920,824 10,260,490
(17019990904) 其他精製糖 11,475,000 6,848,936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17,611,000 6,125,885
(17011100908) 其他粗製甘蔗糖 10,978,000 5,515,537
(3061700903) 其他冷凍蝦類，包括燻製 440,973 3,57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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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893 3,570,890

(9011100007)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
鹼者

469,859 1,743,226

(3079926100) 其他乾海參 29,700 1,257,302
(2062990992) 其他冷凍食用牛雜碎 297,483 1,09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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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51 9,384,660

(60063120001) 合成纖維製漂白其他針
織品或鉤針織品

590,241 6,360,951

(60063200004) 合成纖維製染色其他針
織品或鉤針織品

549,262 4,67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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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523 4,188,253

(60069090004) 其他紡織材料製其他針
織品或鉤針織品

220,326 1,718,887

(55151990008) 其他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180,871 1,60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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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21 1,487,620

(27122000001) 含油重量少於 0.75%之
石蠟

1,000,000 1,382,532

(39021000902) 其他聚丙烯 766,000 1,181,751
(96071910006) 塑膠拉鍊 44,416 1,08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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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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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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拉瓜投資推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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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拉瓜私人企業最高委員會 www.cos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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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