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Colombia)國家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2017 年）：
（更新日期：2017.10.20）

人口

4,945.8 萬人

面積

114 萬 1,748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平均國民所得

US$ 2,825 億 (2016)
US$ 5,796 (2016)

經濟成長率
工業成長率
失業率
消費者物價指數
進口值
出口值
主要進口項目

2.0% (2016)
3.5% (2016)
9.22% (2016)
5.75% (2016)
US$448 億 8,940 萬美元 (2016)
US$313 億 9,400 萬美元 (2016)
化學原料及產品(19.3%)、機械設備(9.1%)、食品及飲料(8.4%)、石化產
品(8.4%)、汽車(8.1%)、通訊設備(6.5%)、農漁牧產品(5.0%)、包括航空
器及船等其他運輸工具(4.2%)

主要出口項目

礦產品(40.9%)、化學原料及產品(8.9%)、食品及飲料(13.6%)、農漁牧產
品(8.2%)、石化產品(7.3%)、基本金屬製品(7.2%)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26.5%)、中國大陸(19.2%)、墨西哥(7.6%)、巴西(4.7%)、德國(3.8%)、
日本(2.5%)、印度(2.1%)、西班牙(2.0%)、韓國(2.0%)、法國(1.8%)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34.8%)、巴拿馬(9.2%)、智利(4.9%)、厄瓜多(4.7%)、祕魯(4.6%)、
巴西(4.5%)、荷蘭(3.8%)、西班牙(3.8%)、中國大陸(3.6%)、墨西哥(3.4%)。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經濟成長力道趨緩:
依據 IMF 統計，哥倫比亞為世界第 43 大經濟體，為拉美僅次於巴西、
墨西哥、阿根廷之第四大經濟體。2007 至 2014 年間，受惠於治安改善及
外資投入，哥國經濟成長迭創佳績，年均成長率保持在 4%以上，並且被
經濟學人與印尼、南非、越南、埃及、土耳其等並列為「靈貓六國」
(CIVETS)，成為拉美成長最快速之新興經濟體，人均所得達到 8,000 美
元高峰。惟嗣後因國際原油及原物料價格下跌，及遭受巴西嚴重政經危
機之影響，貨幣披索巨幅貶值，2015 年、2016 年濟成長率分別降為 3%、
2%，人均所得亦驟降至 2016 年的 5,786 美元。
(2)經濟指標難臻理想：
2016 年失業率為 9.22%，較 2015 年之 7.3%相對惡化，同年通貨膨脹率為
5.75%；最低薪資則由 2000 年之 260,100 披索成長至 2017 年之 737,717
披索，成長幅度達 184 %，另以各當年美元價格計算，7 年間最低薪自 124.6

美元增至 245.9 美元，累計成長 97.4%，顯示哥國勞工薪資快速成長。在
金融方面，受到國際油價大跌及巴西政經危機影響，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2 日間哥國披索(COP)對美元貶幅達 70%，其後伴隨經
濟趨穩，匯率回穩至 1 美元兌換 2,900 披索上下。另 2016 年政府及民間
外債維持在 1,200.1 億美元，資本市場尚稱穩定，惟整體經濟指標難臻
理想。
(3)外人直接投資(FDI)及觀光成長迅速：
2016 年哥國外人投資達 135.9 億美元，較 2015 年增加 15.9%，而對外資
最具吸引力且成長最快的產業則以水電瓦斯乙項居首，吸引外資 36.3 億
美元，年成長率達 1,223%；其次之金融服務及企業乙項，吸引 25.72 億
美元，年成長 22.3%；往年居 FDI 之首的石油及礦業因國際價格低迷，
FDI 金額繼 2015 年減 34.7%後，2016 年在減少 32.1%，僅吸引 20.68 億
美元；一般製造業 FDI 金額排名第四，達 19.14 億美元。
觀光部分，2016 年抵哥觀光客已經突破 500 萬，達到 509 萬人次，較上
年增加 12.6%，也超過毗鄰之觀光大國秘魯同期之 350 萬人，挹注外匯收
入 56.88 億美元。
(4)對外貿易大幅衰退:
對外貿易部分，根據稅務暨關務總局(DIAN)統計，哥國 2016 年進出口總
額僅 762.83 億美元，較 2015 年衰退 12.6%。進口方面，因尚未完全擺脫
2014 年哥幣貶值陰影，重創進口實力，總進口值僅為 313.94 億美元，較
2015 年續減 12.0%；出口方面，因國際油價仍低，以石油為外銷主力之
出口亦呈不振，總額僅達 448.9 億美元，年減 13.0%。
(5)貪污問題重創政府形象
2017 年初，美國聯邦法院公布巴西國際公共工程巨擘 Odebrecht 歷
年在拉丁美洲賄絡官員承攬重大公共建設案件之調查結果，其中哥國行
賄絡金額高達 1,100 萬美元之鉅，涉入官員包括總統高揭幕僚及競選團
隊，重創政府形象，哥國原來施政透明度不足、貪污問題嚴重等問題亦
再度成為影響基礎公共建設及國家競爭力之負面因素。
2.經濟展望：
(1)經濟成長仍將取決於國際原物料價格及整體經濟景氣：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評比，2014、15、16 三年，哥國競爭力排
名分別晉升 3、3、5 名，發展速度領先拉美各國，惟受國際原油價格下
跌、國內石油減產、英國脫歐，及美國川普新政府對拉美政策等諸多因
素影響，2016 年哥國經濟成長率僅為 2.0%，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
之水準相似因，哥國產業界認為國際原油與原物料價格、中國經濟表現、
美國川普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及保護主義、歐盟經濟是否持續復甦等，
均為影響景氣之關鍵因素。
(2)經濟表現可望優於拉美地區平均水準：

國際貨幣基金(IMF)認為，2017 年拉丁美洲因經濟成長動能不足，原物料
價格持平，整體環境有欠穩定，整體經濟成長將僅有 1.1%，其中哥國可
望達到 2.3%，高於區域平均水準，趨勢如維持不變，2018 年可上看 3.0%。
另據世界銀行預估，2017 年哥國經濟成長率將維持 2.0%，哥國中央銀行
則認為應可達到 2.3%之年成長率。
(3)經商環境排名持續改善:
世界銀行所發布之全球 2017 年經商環境報告(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Report 2015)，哥國經商環境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躍居第 2，僅次
於墨西哥，位居 189 個評比國家中第 53 名，較 2016 年進步 1 名，顯示
其改善經商環境的腳步優於區域內其他國家，預計未來哥國如仍能持續
推動撙節預算及加強廠商競爭力等措施，發揮與游擊隊達成和平談判之
優勢，預計 2017 及 2018 年經濟仍將持續穩定成長。
(4) 2017 年經濟競爭力排名倒退，政府效能及基礎建設有待改善：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17 年 9 月 26 日發布之全球 137 各國家經濟競

重要經貿政策

重要經貿措施

爭力排名，哥倫比亞排名自上年的第 61 名倒退至第 66 名，在拉丁美洲
次於智利、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及墨西哥，排名第 5，其中排名最佳者為
金融市場，列為全球第 27 名，得分最差者為政府效能、基礎建設及創新
等三項，分別排名全球第 117、80 及 73 位，顯示哥國需要改善之處仍多。
1、 加速推動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盼能繼智利及墨西哥之後，
成為拉丁美洲第三個 OECD 會員國。
2、 推動全面賦稅改革，健全稅基，透過稅制達成公共衛生、體育發展及
社會安全及環保等多重目標。
3、 透過太平洋聯盟，積極推動與南方共市及亞太地區之區域經濟整合。
4、 積極落實 WTO 貿易便捷化協定、資訊科技協定，及參與複邊服務貿
易協定談判。
5、 積極對外簽署投資保障協定，並積極發展各類自由區，加速吸引投
資，創造就業機會。
6、 配合與游擊隊簽署和平協議，頒布赴武裝衝突受害區投資獎勵法，鼓
勵企業界赴前經戰亂傷害地區設廠，創造就業，改善經濟。
7、 頒布第 1715 號非傳統再生能源法，鼓勵發展綠色能源，並將非傳統
能源定義為生質能、風力、地熱、太陽能、海洋能、核能、原子能等，
並給予獎勵與補助。
8、 持續促進觀光業發展，發展觀光基礎建設及推動國際會展中心計畫。
9、 輔導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投資環保及積極拓展出口市場，提升企業國
際競爭力。
1、 擴大「Vallejo 計畫」免稅進口獎勵項目:
哥國商工觀光部為獎勵企業積極投入外銷生產，特於 2017 年元月 20
日第 108 號決議案宣布擴大原有獎勵出口業者免稅進口資本財及原
材料之「Vallejo 計畫」範圍，將參與該計畫業者之免稅進口獎勵項
目自原有之 1,500 項擴張成為 2,136 項。
2、 將加值稅自 16%調增為 19%：

配合國家稅務改革計畫，哥國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將原來之加值
稅稅率自原有之 16%提高至 19%，將增加之稅收挹注國家社會及基礎
建設需求，其中加值稅稅收之 0.5%將運用在全民保健系統，改善醫
療服務品質。另外顧及社關需求，也規定牛乳、雞蛋、乳酪、肉類、
穀物、水果、蔬菜等家庭基本生活所需，以及教育、醫療服務及藥品
及公共運輸等皆免徵加值稅。
3、 頒布新自由區法，加強吸引外人投資及擴大外銷：
哥國當局為簡化自由區立法，提升行政及管理效率，對與自由區之
生產、服務及行政等廠商及行政單位提供明確之法令依據，特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頒布第 2147 號行政命令，並於 2017 年元月 10 日正式
生效，亦鼓勵區內廠商加入「國際化推廣計畫」，共同拓展外銷市場。
4、 立法獎勵電動車免稅進口及降低其加值稅至 5%：
為響應巴黎氣候變遷公約，哥國於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告提供 4 萬
6,000 輛電動及油電混合汽車免關稅進口以及 5%優惠加值稅配額，
希望在 5 年內此類環保車比例可達到市占率 1%，有助環境淨化。另
規定未來凡設置充電站之相關機器設備，亦可獲得免關稅進口之優
惠。本項法令業經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告生效實施。
5、 宣布 3,400 項國內未產製之資本財與原物料零關稅進口，降低產業成
本，提高出口競爭力：
為降低產業進口成本，提升出口競爭力，哥國頒布第 1625 號行政命
令，自 2015 年 8 月 16 日起 2 年內擴大開放 3,623 項哥國未產製之資
本財與原物料零關稅進口，至 2017 年 8 月屆期檢討後，除將 223 項
已經在國內生產之項目排除後，正式頒布 1343 號行政命令，宣布
3,400 項永久免關稅進口，受惠產品包括農業、食品、塑膠、金屬、
紡織產業機器及整廠設備、工具機、紡織化纖、金屬製品、汽機車零
配件、電腦自動化設備，以及各類工業資本財及中間財廠商。
6、 對從事微中小企業產品外銷之貿易商提供退稅及免稅獎勵：
於 2017 年 9 月 4 日頒布 1451 號行政命令，對協助微中小企業產品
外銷之貿易商提供退稅優惠，並可再採購外銷產品時免繳加值稅，優
先接受外銷市場拓展輔導、商情服務、區域經濟計畫等。
7、 頒布赴武裝衝突受害區投資獎勵法(CONFIS)：
哥國政府為帶動原住民地區、非洲裔族群及受武裝衝突嚴重傷害農
村地區(ZOMAC)等弱勢族群之經濟及社會發展，並創造就業，特別對
該等地區投資之大、中、小型企業提供各類優惠稅賦獎勵辦法，並
自 2017 年實施。
8、 與巴西及阿根廷簽署汽車自由貿易協定:
2015 年 10 月 8 日哥國與巴西簽署雙邊汽車貿易協定，約定自生效第
1 年起，兩國相互開放 12,000 輛免稅汽車進口，數量並逐年遞增，
至第 8 年時汽車相互貿易零關稅配額可增加至 50,000 輛，亦即在雙
邊貿易免稅車可達 10 萬輛。2017 年 4 月哥國又與阿根廷簽署汽車自
由貿易協定，約定兩國將以 4 年為期，達成 10 萬輛汽車之零關稅相

互貿易。
主要產業概況及 1. 主要產業概況：
未來發展策略 (1)礦業：
礦業活動占哥國 GDP 規模之 12.5%，其中原油儲量約 24 億桶，向為哥
國出口最大宗；另擁有美洲最大煤礦蘊藏量，為世界第 4 大煤炭出口
國；天然氣則為第三大初級能源。此外，黃金儲量約 1,230 萬噸，為
世界 10 大黃金產國，祖母綠品質及産量皆是世界第 1(占全球總產值
的 55%)，鎳鐵亦為主要礦產。
(2) 石化業:
哥國石化工業龍頭 Ecopetrol 從開採到煉油、生產石化原料等一貫
作業，2016 年預算為 48 億美元，目前有 32 項投資計畫進行中，預
估未來石化原料年產能如次：Ethylene 13 萬噸、Benzene 4 萬噸、
Toluene 4 萬噸、Xylenes 3 萬噸、Pet 4 萬噸、Ldpe 6 萬噸、Ps 10
萬噸、Pvc 40 萬噸、Pp 45 萬噸、Ammonia 11 萬 5,000 噸、Urea 18
萬噸。
(3) 農漁牧產業:
根據哥國國家統計局現有資料，2015 年哥國農林漁牧業產值為 692
億美元，2016 年僅成長 0,5%，成長速度落後於同年 2%之經濟成長率，
惟因從業人口眾多，仍哥國重要產業。蔗糖、棕櫚油、咖啡、水果均
為出口大宗；另牛隻數達 2,400 萬頭，積極拓展牛肉外銷市場；乳製
品業產量位居拉美第四，牛乳年產量約 65 億公升，其中 26 億公升牛
乳用為加工。哥國漁業就業人口約 31.5 萬人(25.5 萬人從事捕撈獲
養殖、6 萬人從事加工及其他商業活動)，市值約 5 億美元，提供 25
萬噸魚貨交易。
(4) 咖啡業:
咖啡為哥國最重要之農作物，產量半數以上外銷，2016 年咖啡總產
值約 20 億美元，產量為 1,423 萬袋(每袋 60 公斤重)，較 2015 年
產量 1,420 萬袋微增 0.4%，為 23 年來首見成長。
(5) 塑膠及橡膠業:
哥國積極發展塑化產業上、中、下游產業鏈，惟尚未發展塑膠機械
產業，所需幾全靠進口；另部份中游原料尚無法滿足廣大下游加工
業者需求，爰須進口樹酯、橡塑膠板、片、軟片等供加工生產鞋類、
包裝材料及塑膠製品；塑膠產業中 4 成係生產基本原料，6 成係塑
膠製品，在哥國扮演極重要角色。
(6) 紡織成衣業:
2015 年哥國國內紡織品市場規模超過 110 億美元；國內總產值 50
億美元，其中 60%內銷、40%外銷(紡織業外銷占哥國總外銷比重
3.2%)，主要市場為美國、厄瓜多、秘魯、墨西哥。

(7) 汽車業：
哥倫比亞自 2013 年起積極將汽車工業列入國家生產力發展計畫
(PIPE)之重點產業，其中汽車零配件業者進口原料及設備均可免除關
稅，積極推動購買國產汽車零配件政策。哥國為拉美僅次於巴西、墨
西哥、阿根廷之第 4 大汽車生產國，產值占哥國工業總產值之 4.1％，
僱用勞工占製造業 2.5％。2016 年哥國各類客貨汽車銷售量總計 25
萬 3,698 輛，較 2015 之 28 萬 3,380 輛減少 10.5％，估計每銷售 10
輛汽車中，進口車即展有 6 輛。汽車出口方面，哥國汽車裝配廠
Renault-Sofasa 之 Duster 車款已外銷墨西哥，另 GM Colombia 組裝廠、
Hino Motor 廠也分別出口成車及車殼。
(8) 機車產業:
哥國目前全國掛牌機車達 600 多萬輛，為南美僅次於巴西之第 2 大
機車生產國，年組裝量約 50 萬輛，年出口 5 萬輛，約有 20.6%的家
庭擁有 1 輛以上機車，估計未來數年內機車產量仍將持續大幅成
長，至 2020 年哥境將有 700 萬輛機車。
(9) 汽機車零組件產業:
根據哥國汽機車零配件公會(Asopartes)統計，哥國汽機車零配件市
場規模 2007 年達 41.75 億美元之高峰，2016 年銷售量約 38 億美元，
其中 60%需靠進口，國產部分為 16 億美元，占約 42%，產值占哥國
GDP 之 6.2%，直接及間接創造 400 萬個就業機會。
(10) 電子商務發展:
哥國電子商務協會統計，2015 年哥國包含電子支付在內的電子商務
早已突破 100 億美元，目前更積極推動資訊產品或金融商品結合電子
商務服務，並已推出銀行卡結合電子零錢包(NFC)技術，成為拉美第
一個推動銀行卡結合 NFC 之國家。
(11) 五金及建材零售業:
哥國目前有 26,407 家五金店，其中 35%屬於社區型，每年銷售產
值 為哥幣 1.7 兆披索，約當整體國內生產毛額之 2.5%，為重要產
業。在首都平均每 3,000 人即有 1 家社區型五金店，而全國平均則
約 5,500 人即有 1 家。面對大型跨國連鎖賣場之激烈競爭，反而帶
動重要品牌在安裝、運銷及維修等可創造附加價值之五金建材服務
業蓬勃成長之趨勢。
(12) 資通訊產業：
哥國本土資通訊主要製造商多係自亞洲進口零件，在哥國組裝；軟
體方面，哥國為拉丁美洲主要軟體技術出口國，2013 年出口額為 59
億美元。 資通訊零組件端賴進口，舉凡微處理器、主機板、顯示卡、
機殼、硬碟、記憶體、銀幕等零件皆須進口，並於自由區(Free Zone)
進行組裝後以自有品牌內銷。通訊設備方面，哥國手機均仰賴進口，

在哥國普及率高，2016 年底，平均每人擁有 1.1 支，半數以上國民
使用智慧手機上網，行動上網年成長率達 13.31%，未來換機及新購
智慧手機數量潛力龐大，各主要品牌均將哥國列為重點目標市場。
(13) 再生能源產業：
哥國全國領土面積尚有 60%未被公共電網涵蓋(此類地區僅有全國
20%人口)，適宜發展小型水力發電系統，美洲開發銀行特別提供
926.5 萬美元貸款給哥國，對哥國在公用電網無法普及地區發展再
生能源之企業進行融資。另水力及太陽能資源豐沛、政府立法鼓勵
私人發電，預計水力發電量在 2018 年將達 12,633 百萬瓦，另哥國
50%的領土日照條件極為優異，平均效能超越美國各裝置太陽能電
廠之區域，太陽能產業正蓬勃發展。
2. 未來產業發展策略：
(1) 推動「微中小型企業國際化計畫」：
依據計畫目標，哥國於 2018 年前將輔導至少 1,000 家中小型企業轉
型為出口商，有效改善目前哥國僅 5.2%中小企業有出口能力之困
境。該計畫選出 30 家申請廠商，由對外推廣機構補助費用 90%，透
過企業顧問進行為期 1 年之輔導，幫助企業在成功創造新出口市場。
(2) 推動「生產力改造計畫」(PTP)，積極輔導廠商出口：
哥國商工觀光部(MinCIT)配合該計畫將電子儀器、汽車、化妝品、控
制箱、面板、纖維紡織、機械零件、軟體服務等 20 項產業列入輔導
補助項目，鼓勵廠商轉型出口，並針對歐美等主要市場進行拓銷。配
合 PTP 計畫，哥國對外推廣機構(ProColombia)積極輔導企業轉型及
非能礦產品外銷，並訂定目標市場：(1)棕梠油產業：歐洲、中東、
非洲；(2)乳製品：美國及拉丁美洲國家；(3)農藥及化學產業：拉丁
美洲國家；(4)工具機產業：拉丁美洲國家；(5)汽車零配件業：墨西
哥及美國；(5)電子產品：墨西哥及美國。
(3) 推動「生產力及就業提升計畫」（PIPE 1.0 & 2.0）：
哥國當局藉由兩階段政策投入國民住宅、觀光開發、交通運輸、能礦
投資、教育設施等基礎建設及放寬企業信用貸款，總投資額相當於
53 億 8,669 萬美元，盼能達成 3.5%以上之經濟成長率及創造 30 萬個
就業機會，亦可望為國際相關營建工程、觀光開發、交通系統、能礦
機具及教育資訊系統等廠商創造龐大的優質潛力商機。
(4) 輔導中小企業創新發展：
哥國依據 2011 年第 1450 號法，成立 Innpulsa(企業創新推動)基金，
針對微中小型企業之研發及創新計劃等提供獎助資金。商工觀光部於
2012 年 2 月成立企業創新司，針對創新密集之潛力企業積極輔導，
改善企業經營環境，協助企業創新，實現企業快速獲利及永續成長，
另籌組企業訪問團赴海外拓銷或技術合作並對通過審查之企業或專

案提供免償還資金。
(5) 獎勵企業進行研發及環保投資：
依據獎勵辦法，舉凡企業投入環境品質控制及改善資金之 25%，皆可
自公司年度所得稅內扣抵；企業投入研究、科技發展及創新之所有經
費，皆可自年度所得扣抵，最高可達所得總額之 100%。此外，企業
投入研究、科技發展及創新等資金之 25%，亦可自公司年度所得稅內
扣抵。
(6) 實施汽車生產獎勵條例(PROFIA)，扶植汽車產業發展：
汽車零配件製造業或汽車裝配業者可自全球任何國家及地區以零關
稅進口哥國未能生產及製造之汽車零配件，俾供其生產汽車零配件及
組裝汽車之需，以便提高產業競爭力。本項優惠對進口來源國並無任
何限制，同時製造商生產之最終產品無論選擇外銷出口，或對國內市
場販售，皆可享有此項零關稅進口優惠。
洽簽自由貿易協 已生效：G3 三國集團(原成員有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惟委內
定概況
瑞拉於 2011 年退出，2009 年 8 月哥、墨簽署修正協議)、南方
共同市場(MERCOSUR)、安地諾集團1(CAN)、中美洲北三角國
家與哥倫比亞 FTA、拉丁美洲統合協會關稅優惠協定(ALADI，
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
墨西哥、巴拉圭、烏拉圭、委內瑞拉、古巴、巴拿馬)、加勒比
海共同市場關稅優惠協定(CARICOM)、哥斯大黎加、智利、加
拿大、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其中與瑞士及列支敦斯登部
分已於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美國、歐盟、尼加拉瓜優惠
關稅協定(哥國對尼國單方面提供優惠措施 )、太平洋聯盟
(Pacific Alliance, 墨西哥、祕魯、智利)、韓國。
已簽署、尚未生效：巴拿馬(2013 年 9 月 20 日簽署)、以色列(2013 年 10
月 2 日簽署)。
談判中：土耳其、日本、WTO 複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澳洲、加拿大、
紐西蘭及新加坡四國太平洋聯盟加盟國(Associated States)談
判。
三、

台哥倫比亞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US$3 億 5,415 萬美元(2016)

我國進口值

US$4,894 萬美元(2016)

主要出口項目

機車、不銹鋼扁軋製品；聚縮醛；碟片，磁帶，智慧卡等儲存媒體；腳
踏車、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苯乙烯聚合物；汽機

1

安地諾集團(Andean Group)於 1969 年成立，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秘魯及智利於哥國
Cartagena 市簽署安第諾條約(Acuerdo de Cartagena)，惟智利於 1976 年退出，委內瑞拉於 1973
年加入，嗣於 2006 年 4 月.22 日退出，秘魯於 1992 年暫時退出改以觀察員身分參與。1994
年安地諾集團訂定「共同對外關稅」草案，2002 年 12 月 6 日與南方共同市場簽訂經濟互補協
定。

車零配件；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鋼鐵製管；新橡膠氣胎；橡膠或塑膠
加工機等。
主要進口項目 煤碳、合金鐵、咖啡、皮革、鋼鐵廢料、咖啡萃取物、鋁廢料、殺蟲/殺
菌劑、鮮花等
我國對哥國投資 US$670 萬（1952 至 2013 年 2 月底，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
US$300 萬（1994 至 2016 年 12 月底，哥國中央銀行統計）
US$1 億(至 2017.06.30 止，駐哥倫比亞代表處經濟組訪談估計)
哥國對我國投資 7 件，US$30 萬 8,000（1952 至 2016 年 12 月底，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統計）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台哥經濟合作聯席會議（2012 年 5 月舉行第 3 屆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無任何官方正式經貿協定
*民間工商團體或機構之合作備忘錄:
1、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波哥大商會(Camara de Comercio de
Bogota, CBC)合作備忘錄。
2、 中 華 民 國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協 會 與 哥 倫 比 亞 商 業 總 會 聯 合 會
(CONFECAMARAS)合作備忘綠。
3、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波哥大商會(CBC)合作備忘綠，
4、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波哥大會展公司(Corferias)合作備忘
錄(2013.02.04)。
5、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波哥大商會(CBC)合作備忘錄。
6、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哥國梅德茵(Medellín)市國際會展中
心(Plaza Mayor de Medellin) 合作備忘錄(2015.07.28)。
7、 中 華 民 國 對 外 貿 易 發 展 協 會 與 哥 倫 比 亞 電 子 商 務 商 會 (Cámara
Colombiana de Comercio Electrónico, CCCE)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
(2016.05.04)。
8、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與哥倫比亞塑膠產業協會
(ACOPLASTICOS)合作備忘錄(2017.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