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經貿投資
相關網站

瓜地馬拉

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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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地馬拉政府/商業機關】
瓜地馬拉外交部
www.minex.gob.gt
瓜地馬拉經濟部
www.mineco.gob.gt
瓜地馬拉財政部
www.minfin.gob.gt
瓜地馬拉農牧部
www.maga.gob.gt
瓜地馬拉非傳統產品出口協會
www.export.com.gt

瓜地馬拉工業總會
www.industriaguate.com
瓜地馬拉商業總會
www.negociosenguatemala.
com
瓜地馬拉投資局
www.investinguatemala.org
瓜地馬拉國家咖啡協會
www.anacafe.org

【其他】
經濟學人
www.economist.com
美國國際貿易資訊系統
www.census.gov/foreign-tra
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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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地馬拉
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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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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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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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進口瓜地馬拉產品前10 大項目 (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經濟概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總人口

1,768萬人 (2019)

國內生產毛額

779億美元 (2019)

國民所得

5,076美元 (2019)

首都

瓜地馬拉市 (Guatemala City)

貨幣單位

給薩 (Quetzal)

經濟成長率

3.5% (2019)

失業率

2.8% (2019)

主要產業

甘蔗、玉米、香蕉、咖啡、豆類、荳蔻、肉
牛、羊、豬、雞、紡織成衣、糖製品、家具
、化學劑、金屬製品、橡膠、觀光

出口值

102億4,880萬美元(2020年11月)

主要出口項目

蔗糖、咖啡、冷凍蝦類、鐵廢料、菸葉及不
銹鋼廢料及碎屑等 (2019)

進口值

164億2,470萬美元(2020年11月)

主要進口項目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萘、汽油、卑金屬、
電扇、聚苯乙烯、飲料、其他染色梭織物等
(2019)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美洲、墨西哥、中國及歐盟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中美洲、歐盟、墨西哥及巴拿馬

瓜地馬拉北鄰墨西哥，西臨太平洋，東瀕加勒比海及大西洋，南與
薩、宏二國接壤。瓜國近年產業結構由農業轉向工業，並朝向服務
業發展。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13.5%，以咖啡、蔗糖、豆
蔻及香蕉為主。近年來蔬菜及熱帶水果出口增加。工業產值占GDP
24.2%，其中製造業佔17.9%。工業以紡織成衣加工、食品及飲料
、化工及醫藥等為主。服務業產值占GDP 62.3%，其中商業（批發
及零售商）占11.7%、運輸倉儲業10.8%、金融保險業4.9%及其他
服務業16%。未來將以加強出口拓銷、產品多元化及分散市場為策
略。（1）分散市場：尋找新拓銷市場為出口成長關鍵，業界籲請
國會儘速通過各項談判中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加強拓展。基於運輸
物流便利，拓銷市場以加強墨西哥、哥倫比亞、智利、秘魯、多明
尼加、千里達及托巴哥等為優先。（2）產品多元化：瓜國主要傳
統產業為咖啡、蔗糖、豆蔻、香蕉等。非傳統產業出口表現優異，
年成長率約17%，包括迷你蔬菜及熱帶水果、觀賞植物、製造業（
加工食品、製鞋、化工產品，化妝品、衛浴產品、醫藥品、木材家
具產品、皮革、手工藝品、建材地磚、包裝材料）等。（3）協助
業者參加國內及國際展覽，以加強拓銷出口。（4）加強招商，吸
引外人投資：舉辦國際性論壇，以吸引外人投資，創造工作機會。

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產品代碼
(17011400004) 其他甘蔗糖，不含添
加香料或色素者
(9011100007) 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
啡鹼者
(17019990904) 其他精製糖
(3061700510) 冷凍白蝦，包括燻製
(720(24012090008) 其他部份或全部
除骨菸葉
(74040010104)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
電纜之銅及黃銅廢料及碎屑
(3061700404) 冷凍蝦仁，包括燻製
(61091000006) 棉製Ｔ恤衫、汗衫及
其他背心，針織或鉤針織者
(8026200005) 夏威夷果，去殼者，鮮
或乾
(61099020005) 人造纖維製Ｔ恤衫、
汗衫及其他背心，針織或鉤針織者

重量(KG)

金額

103,125,000 27,583,757
3,764,154 14,946,510
25,451,000 11,715,067
800,375 5,685,046
150,800

1,136,988

179,020

1,091,826

80,967

816,549

10,952

754,476

43,215

728,536

8,338

64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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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口瓜地馬拉產品前10 大項目 (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1. 已生效：中華民國(台灣)、美國與中美洲暨多明尼加FTA(CAFTA-DR)、
委內瑞拉(AAP)、中美洲5國經濟整合、中美洲5國與多明尼加、中美洲北
三角國家與哥倫比亞FTA、中美洲5國與巴拿馬、中美洲5國與智利、貝里
斯(AAP)、古巴(AAP)、厄瓜多(AAP)、中美洲與墨西哥統一自由貿易協定
(瓜國部份2013年9月1日生效)、歐盟貿易夥伴協定(瓜國部份2013年12月
1日生效)。
2. 已簽署待立法生效：秘魯(國會審查中)、中美洲4國與EFTA(列
支敦士登、冰島、挪威及瑞士)自由貿易協定、千里達及托巴哥
(AAP)。
3. 談判中：加拿大、中美洲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2017年瓜國暫
時中止)。
4. 台瓜自由貿易協定：中華民國(台灣)-瓜地馬拉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6年7月1日生效，自2006年7月起，瓜國對自我國進口的
45.81%的農產品立即免稅，我國則對自瓜國進口的41%的農產品
立即免稅。在工業產品方面，我國出口至瓜國60%以上的項目立
即免關稅，未來雙方互免關稅的項目將達到7,000多項，同時將開
放空運、海運及加強合作。

產品代碼
(38170000007)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
，不包括第 2707 或 2902 節所列者
(83089010002) 卑金屬搭鈕、帶搭鈕之
框架、帶釦、帶扣搭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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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75200006) 其他染色梭織物，含聚
酯加工絲重量在 85% 及以上者
(72083930201)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捲盤狀，厚度小於 1.5 公厘
，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 0.25 ％ 者
(22029990997) 其他未含酒精飲料水，含
糖或其他甜味料或香料者（不含乳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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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81000007) 保險槓及其零件
(39031100009) 發泡級聚苯乙烯
(40111000105) 輻射層輪胎，小客車（
包括旅行車及賽車）用

重量(KG)

金額

21,031,805 25,057,532
289,906

4,361,914

1,316,719

3,932,647

638,468

2,572,499

4,602,000

2,470,056

4,208,483

2,418,568

380,468

2,119,752

325,503
1,464,600

1,979,508
1,974,748

533,314

1,689,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