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人口 約 33.3萬人

國民生產毛額 15億 6,100萬美元 (2014)

國民所得 8,800美金 (2014)

首都 貝爾莫潘市 (Belmopan)

貨幣單位 貝里斯幣 (Belize Dollar)

經濟成長率 3% (2014)

失業率 11% (2014)

主要農業 香蕉、可可亞、柑橘、糖、魚類、蝦、原木

主要產業 成衣工廠、食品加工、觀光、建築、石油

出口值 6億 2,760萬美元 (2014)

主要出口項目 原油 (22%)、甜菜糖和甘蔗糖 (17%）、新鮮柑橘 (17%)、新鮮香蕉 (14%)、甲殼類和軟體動物鹽漬或乾燥 (13%)

進口值 18億 6,000萬美元 (2014)

主要進口項目 機器及運輸設備 (25%)、燃料 (14.8%)、食品 (10.88%)、化學品及醫藥品 (9.08%)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 (30.05%)、中國大陸 (14.2%)、中美洲 (12.63%)、墨西哥 (10.63%)、巴拿馬 (3.18%)及加勒比海共同體 (3.49%)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 (39.09%)、英國 (27.04%)、加勒比海共同體 (13.81%)、歐盟 (12.96%)、墨西哥 (2.45%)

經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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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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CATO)

• 提供有關中美洲 -台灣經貿、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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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前置作業之規劃。
•  組織經貿團前往中美洲採購、參展或考察投資。
•  協助中美洲七友邦廠商與經貿團來台參展，並與台灣業者
進行商務洽談。

•  增進中美洲七友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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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貝里斯

貝里斯位於中美洲東北部，東瀕加勒比海、北接墨西哥、西邊及南邊與瓜地馬

拉為鄰。貝國國內市場有限，出口貿易額不大，主要產業為農漁產品，如白蝦、

柑橘、香蕉及蔗糖，其餘則有稻米、菜豆、玉米、黃瓜及蜂蜜等。主要出口產

品有柑橘、蔗糖、香蕉、魚蝦類產品、木材及成衣。林木方面，以輸出紅木、

桃花心木、香柏木、西洋衫、花梨木及其他硬木等為主。漁業方面，龍蝦和蝦

類主要出口至美國。貝國工業基礎薄弱，缺乏生產製造業，民生必需品仰賴進

口。由於貝國擁有世界上最美珊瑚礁及海岸，為中南美洲渡假勝地之一。貝國

政府近年來積極發展觀光業，並列為優先推動項目之一，觀光客主要來自美國、

墨西哥、歐盟及瓜地馬拉。目前觀光業為貝里斯第一大創匯產業，故其發展將

有助於提升貝國經濟及穩定政府財政。此外，貝國地處亞熱帶，可用土地廣，

具有發展水產養殖之優越地理條件。服務業方面，貝國亦具發展潛力，尤其是

境外服務業（Offshore services），自 1990年至迄今已有超過 5萬家企業及
信託機構在貝國登記為境外公司。而近 5年來資通訊科技（IC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服務之發展也逐漸興盛。貝里斯因地緣優勢，故
受到美國等大型通訊業者的青睞，目前主要發展的服務項目包括：電話行銷、

信用卡資料庫管理、電話會議設備、軟體發展、電話客服、網站託管等。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1,630,000 539,433
(3038993006) 可食用之冷凍鯊魚翅 78,775 323,427
(39269090908) 冷凍海參，但未燻製 21,120 148,477
(3057120002) 乾魚翅 2,783 111,776
(90308990001) 其他第 9030節所屬之貨品 16 89,810
(85234900103) 藉自動資料處理機，提供給使用者處理或與機器互動，可以讀取之二位元方式複製儲存於機器之

指令、資料、聲音、影像者
1 53,155

(39159000900) 其他塑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44,953 40,007
(44071090901) 其他針葉樹類木材，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刨平、砂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 6公厘者 40,824 25,880
(84718000007) 其他自動資料處理機單元 42 24,658
(54075200006) 其他非針葉樹類木材，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 6公厘者 18,289 18,577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85423100002) 處理器及控制器，不論是否併裝有記憶體、轉換器、邏輯電路、放大器、計時器及計時電路或其他電路 704 568,529
(87120090004) 其他腳踏車 79,633 34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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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57 274,453
(84149030009) 風扇及鼓風機之零件 150,856 264,347
(39232990907) 其他塑膠製袋（包括錐體） 285,226 245,476
(84138190008) 其他液體泵 10,991 148,880
(39012000000) 比重等於 0.94或大於 0.94之聚乙烯，初級狀態 93,500 147,614
(21069099903) 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65,372 126,719
(85339000001) 第 8533節所屬貨品之零件 69 112,913
(54075200006) 其他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 85%以上者 30,270 96,972

2014台灣進口貝里斯產品前 10大項目 (美元 )

2014台灣出口貝里斯產品前 10大項目 (美元 ) 重要經貿投資相關網站

中華民國政府機關 / 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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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里斯政府 / 商業機關
貝里斯官方網站 www.belize.gov.bz
貝里斯中央銀行  www.centralbank.org.bz
貝里斯工商協會  www.belize.org
貝里斯貿易投資發展協會 (Beltraide)  www.belizeinvest.org.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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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ECA/FTA總入口網  fta.trade.gov.tw
中美洲經濟整合體  www.sieca.int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1.	 	已生效：透過加勒比海共同體 (CARICOM)與
委內瑞拉 (1993)、哥倫比亞 (1995)、古巴
(2000)、多明尼加 (2001)、哥斯大黎加 (2004)
及歐盟 (2008)簽署 FTA。單獨與瓜地馬拉簽署
部分關稅減讓協定。

2.  談判中：透過加勒比海共同體與中美洲共同市
場、加拿大、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及美
國等 FTA皆在談判中。單獨與薩爾瓦多洽簽部
分關稅減讓協定。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