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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an Republic

經濟概況

總人口 約 1,024萬人 (2014)
國民生產毛額 624億 8,000萬美元 (2014)
國民所得 12,800美金 (2014)
首都 聖多明哥市 (Santo Domingo)
貨幣單位 貝索 (Peso)
經濟成長率 7.1% (2014)
失業率 14.6% (2014)
進口值 169億 7,000萬美元 (2014)
出口值 98億 2,800萬美元 (2014)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暨相關提煉物、石油原油及自瀝青礦物提出之原油、石油氣、小客車、醫藥製劑、其他塑膠製品、有線電話及電
報器具、電路開關及電氣用具、玉米、菸葉

主要出口項目 黃金、醫療器械及用具、雪茄、電路開關、醫藥用品、鞋靴、T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貴金屬首飾、棉梭織品、香蕉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委內瑞拉、中國大陸、墨西哥、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巴哈馬、庫拉索、波多黎各、哥倫比亞、巴西、西班
牙、德國、日本、哥斯大黎加、阿根廷、南韓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海地、加拿大、波多黎各、中國大陸、英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委內瑞拉、瓜地馬拉、南韓、義大利、
宏都拉斯、荷蘭

主要外人投資國
美國 (61億 8,240萬美元 )、加拿大 (53億 4,220萬美元 )、西班牙 (35億 1,890萬美元 )，2014年吸引外人投資金額
達 22億 3,76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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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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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多明尼加共和國

依據多國央行總裁 Héctor Valdez Albizu表示，多國為 2014年拉丁美洲國
家中經濟成長最高之國家，成長率達 7.1%，超過以美元為主要流通貨幣之薩
爾瓦多，亦高於拉美國家平均經濟成長率 1.1%。2014年多國通貨膨脹率為
1.58%，為近 30年來最低。多國央行預估，在目前石油價格下滑之情況下，倘
能合理規劃，2015年將是多國經濟起飛的一年，並預估多國經濟成長將達 5%
至 5.5%之間。而 2014年多國各產業表現優異，特別是礦業成長 20.9%、建築
業成長 11.4%及觀光業成長 9.6%。另外農牧業成長 5.2%、國內製造業 5%、
商業 4.7%、旅館酒吧暨餐飲業 7.9%、金融仲介業 8.6%、教育業 8.4%及醫療
健康業 7.6%等。另多國與美國及中美洲所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DR-CAFTA)後，
多國對美國及中美洲之出口不增反減，進口則呈持續增加，影響多國產業發展。

面對市場開放之後出口貿易表現不如預期，多國近四年來未推動簽署任何自由

貿易協定。多國政府認為，在國內產業仍無法從已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中獲利

之前，不再推動洽簽其他自由貿易協定，現階段將以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為主。

其發展策略為將多國發展為商品及服務 (製造、觀光及高科技 )生產及銷售中心：
(1) 透過技術訓練、語言培訓提升勞力素質；(2) 加強科學、技術及創新之投資；
(3) 推動科技園區改造，重新出發。

產品代碼 重量 (KG) 金額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37,810,000 12,709,384
(90189080006) 其他第 9018節所屬之貨品 28,624 4,27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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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5,000 3,130,725
(85365090007) 其他開關，電壓未超過 1000伏特者 10,213 1,214,180
(64039990148) 便鞋，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皮製者 26,568 965,291
(76020000106)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530,781 880,478
(64039190002) 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皮製之覆足踝鞋靴 17,939 748,005
(64039990905) 其他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皮製之鞋類 13,341 610,618
(30069100008) 可辨識供人工造口術用之物品 4,582 584,608
(90189080907) 其他第 9018節所屬之貨品 4,195 5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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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5,300 13,688,721
(87141090000) 其他機器腳踏車之零件及附件 666,519 4,754,974
(41044990001) 其他不帶毛牛（包括水牛）及馬類動物乾皮革（胚皮革），不論是否剖層 216,033 4,677,631
(72083930103)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捲盤狀，厚度 1.5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3公厘，以重量計含

碳量小於 0.25%者 7,979,000 4,44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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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752 3,719,706
(87112090001) 其他機器腳踏車，腳踏車，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汽缸容量超過 50立方公分，但不超

過 250立方公分者 294,283 3,510,793

(39079100008) 其他聚酯，不飽和者，初級狀態 1,600,710 3,320,194
(72142000004) 其他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含壓痕、加肋形、溝槽形或其他軋製過程時之變形或軋製後再旋扭者 4,979,000 2,966,456
(72193390121) SUS304系列之冷軋（冷延）不銹鋼扁軋製品，厚度超過 1公厘，但小於 3公厘者 800,000 2,234,711
(87089990002)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228,476 1,670,454

2014台灣進口多明尼加共和國產品前 10大項目 (美元 )

2014台灣出口多明尼加共和國產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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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 / 商業機關
多明尼加共和國外交部  www.mirex.gob.do
多明尼加共和國經濟部  economia.gob.do/mepyd/
多明尼加共和國工商部  www.seic.gov.do
多明尼加共和國中央銀行  www.bancentral.gov.do
多明尼加共和國外交推廣暨投資部  cei-rd.gov.do/ceird/default.aspx
多明尼加共和國加工出口區協會  www.adozona.org/app/do/frontpage.aspx
多明尼加共和國觀光局 www.sectur.gob.do
多明尼加共和國農業部  www.agricultura.gob.do
多明尼加共和國首都科技園區  www.pcsd.com.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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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簽署：加入中美洲共同市場 (1998)、與巴
拿馬 (2003)及多美自由貿易協定 (DR-CAFTA)
(2007)、歐盟經濟夥伴協定 (2008年 1月生效 )。

2.	 	推動中：加拿大、台灣（2005年 2月我外交部
陳前部長唐山率團訪多與多國外交部長莫拉雷斯
簽屬「台多洽簽 FTA意願書」。2006年 10月
24-27日台多完成第 1回合諮商，惟在業者強烈
反對下，多國已全面暫停對外洽簽新自由貿易協
定）。

3.	 研議中：墨西哥、古巴、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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