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尼加共和國

經濟概況
總人口
國民生產毛額
國民所得
首都
貨幣單位
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
進口值
出口值

Dominican Republic
約997萬人 (2015)
671億8,990萬美元 (2015)
6,732.28美元 (2015)
聖多明哥市 (Santo Domingo)

加勒比海

貝里斯

多明尼加共和國

貝索 (Peso)
7% (2015)
14% (2015)
169億720萬美元 (2015)
96億7,240萬美元 (2015)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薩爾瓦多

尼加拉瓜

中美洲

大西洋

石油暨相關提煉物、石油原油及自瀝青礦物提出之原油

主要進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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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太平洋

巴拿馬

黃金、醫療器械及用具、雪茄、電路開關、貴金屬首飾

主要出口項目 、醫藥用品、T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可可豆、鞋靴
、棉梭織品及香蕉 (2015)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巴西、西班牙、波多黎各、
哥倫比亞、巴哈馬、日本及義大利
美國、海地、加拿大、印度、波多黎各、荷蘭、英國、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德國及西班牙
主要外人
投資國

2015年多國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為22億2,150萬美元，前
三大外人投資國家為美國之4億430萬美元、加拿大之
6,330萬美元及丹麥之5,000萬美元。外人投資前三大業
別為觀光業之6億7,190萬美元、工商業之3億6,750萬美
元及電信業之3億3,590萬美元。
◆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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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5號7樓7A09室
+886-2-8789-1592
+886-2-2723-6328
cato@cato.com.tw
www.cato.com.tw
印製年月：2016.5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關 於多明尼加共和國
根據多國央行報告顯示，2015年多明尼加經濟成長7%，係拉丁
美洲成長幅度最大之國家，亦名列全球經濟大幅成長國家之一。
全年通貨膨脹率為2.34%，低於原訂之4±1%目標值，經常帳赤
字2%，為近10年來最低值，外人投資達23億美元，較2014年
增加3%。多國央行總裁Hector Valdez Albizu表示2015年底多
觀光客人數約達560萬人，較2014年增加45萬8,482人，成長
8.9%。觀光收入達61億5,310萬美元，成長9.2%。僑民匯款達
48億8,270萬美元，成長率6.8%，惟出口衰退13%。多國民間
貸款活絡，2015年總貸款金額達879億500萬貝索(約19億5,344
萬美元)，成長12.5%，其中以中小企業貸款之成長最顯著，較
2014年大幅增加33.3%。據聯合國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EPAL)
於2015年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報告指出，預期2016年多明
尼加經濟成長將為5.2%；巴拿馬為6.2%；加勒比海地區僅成長
0.2%；全球經濟則成長2.5%。CEPAL認為2016年多國經濟成長
動能主要來自礦業、建築業、觀光業及僑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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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 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1. 已簽署：加入中美洲共同市場(1998)、巴拿馬(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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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歐盟經濟夥伴協定(2008年1
月生效)。
2. 推動中：與智利洽簽局部性自由貿易協定。
3. 研議中：墨西哥、古巴、海地、中華民國(台灣)。

Free Trade Agreement

2015台灣進口多明尼加共和國產品前10大項目(美元)
產品代碼
重量(KG)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42,906,000
46,271
(90189080907) 其他第9018節所屬之貨品
(76020000106)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
1,478,238
纜之鋁廢料及碎屑
(64039990148) 便鞋，鞋面以皮製而外
31,924
底以橡膠、塑膠或組合皮製者
8,318
(90181990002) 其他電氣診斷器具
(85365090007) 其他開關，電壓未超過
4,999
1000伏特者
(64039190002) 鞋面以皮製而外底以橡
19,367
膠、塑膠或組合皮製之覆足踝鞋靴
1,928
(90183200004) 管狀金屬針及縫合針
(71039900905) 其他寶石（不包括鑽石
26
）及次寶石，其他加工者
7,665
(39269016909) 其他塑膠製實驗室、衛生
及醫療用之物品

金額
9,464,624
7,226,204
2,142,325
1,219,233
774,545
734,556
638,536
571,295
525,011
518,118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2015台灣出口多明尼加共和國產品前10大項目(美元)
產品代碼
(39076000103) 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黏度0.7至0.92），初級狀態

重量(KG)

金額

15,265,000 15,503,061

(87141090000) 其他機器腳踏車之零件及附件

654,237

4,74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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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362

3,998,880

(39079100008) 其他聚酯，不飽和者，初級狀態

1,772,380

3,26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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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20

2,92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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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02

2,328,109

(87082990007) 其他第8701節至8705節機動
車輛車身（包括駕駛臺）之其他零件及附件

212,966

2,039,480

(85365090007) 其他開關，電壓未超過1000
伏特者

70,428

1,790,602

(54075200006) 其他染色梭織物，含聚酯加工
絲重量在85%及以上者

464,482

1,783,745

(87089990002) 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234,981

1,655,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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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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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