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面積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生產毛額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經濟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

失業率
外匯存底

僑匯

進口值

出口值

主要進口項目
主要出口項目
主要進口來源

主要出口市場

2017.06.18

652 萬人(2016)
2 萬 1,040 平方公里
267 億 9,747 萬美元(2016)
301 億 4,776 萬美元(2016)
4,109.62 美元(2016)
2.5% (2015)
2.4% (2016)
1% (2015)
-0.94% (2016)
1.3% (2017.01-04)
5 %(2015)
26 億 7,020 萬美元(2015)
29 億 2,299 萬美元(2016)
32 億 5,602 萬美元(2017.01-04)
42 億 7,970 萬美元(2015)
45 億 7,603 萬美元(2016)
15 億 8,113 萬美元(2017.01-04)
104 億 1,540 萬美元(2015)
98 億 5,460 萬美元(2016)
32 億 9,944 萬美元(2017.01-04)
54 億 8,492 萬美元(2015)
53 億 3,538 萬美元(2016)
18 億 5,340 萬美元(2017.01-04)
石油、機器設備、生鐵、汽車零件、成衣相關配件、塑
膠原料、醫藥品、針織品、手機及紙箱
內衣、成衣、蔗糖、紡織品、塑膠容器、食品、咖啡、
成藥、礦泉水及衛生紙
美國、瓜地馬拉、中國大陸、墨西哥、宏都拉斯、尼加
拉瓜、哥斯大黎加、巴拿馬、韓國、日本、德國、巴西、
臺灣(第 13 位)
美國、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
巴拿馬、印尼、臺灣(第 8 位)、多明尼加、墨西哥
資料來源：薩國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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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現況：
1. 薩國政經情況穩定、地理位置佳、道路及水電基礎建設
良好、國內使用美元，加上人民勤奮且雙語人才多眾多
優勢，整體而言為中美洲經商投資首選，惟近年薩國治
安不佳，高犯罪率使企業成本上升，復以政府政策透明
度不足，效率低落徒增企業時間成本等，皆為現任薩國
新政府積極改善之目標，另改善人民生活、輔導微中小
企業發展、增加出口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及提升國家
形象等亦為政府重要施政方向。
2. 薩國中央銀行表示，2016 年薩國持續受惠於與美國簽
署千禧年基金第二階段計畫及僑匯增加，經濟成長率為
2.4%。
3. 依據薩國中央銀行統計，薩國 2016 年出口額為 53 億
3,538 萬美元，較 2015 年衰退 2.73%；進口額 98 億
5,460 萬美元，較 2015 年衰退 5.38%；2016 年貿易赤
字為 45 億 1,922 萬美元，較 2015 年減少 8.34%；2017
年薩國 1 月至 4 月出口額為 18 億 5,340 萬美元，較
去年同期成長 3.75%；進口額為 32 億 9,944 萬美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3.3%。
4. 據薩國中央銀行統計，2016 年薩國外人投資共計 3 億
7,340 萬美元，較 2015 年衰退 6.35%，外人投資連續 9
年為中美洲各國最低。
5. 薩國政府債務逐年成長，2016 年薩國政府債務高達 175
億 5,819 萬美元，較 2015 年成長 5.86%，占薩國 GDP
之 61.8%；2017 年第 1 季，薩國國債總計 166 億 7,920
萬美元，較 2016 年同期成長 5.97%，占薩國 GDP 之
59.9%。
展望：
1. 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EPAL)預測拉丁美
洲暨加勒比海地區 2017 年經濟成長率為 1.1%，中美洲
地區成長率為 3.6%，薩國 2017 年經濟成長率為 2.5%，
仍為中美洲經濟成長最低國；中美洲經濟成長最高國為
巴拿馬 5.2%，其次依序為尼加拉瓜 4.6%、哥斯大黎加
4.1%、宏都拉斯 3.7%及瓜地馬拉 3.4%。薩國中央銀行
則預估 2017 本年薩國經濟成長率將介於 2.3%至 2.6%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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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薩國治安不佳，2016 年共計 5,278 人遭謀殺死亡，平
均每日 15 人遭謀殺，2017 年截至 5 月 19 日止，因
兇殺死亡人數共計 1,278 人，平均每天約 8 人遭謀殺，
兇殺案件雖減少，薩國治安在拉美國家中仍屬最差，不
僅阻礙經濟發展，更使薩企業主及廠商付出昂貴維安成
本。薩現任政府已將打擊犯罪列為施政重點之一，盼減
少治安不佳帶來之負面影響。
3. 2017 年 4 月薩國政府因未能如期償債，主權信評遭各
大國際信評機構調降至垃圾級債券，薩國政府雖在 4 月
底償還該債務，惟 2017 年 7 月及 10 月即將到期的債
券總額計 1 億美元，倘薩國會仍未能就此資金來源達
成共識或發行公債，薩國恐再度違約；目前標準普爾
(S&P)對薩國信評等級分別為有政府擔保的長期債券等
級 CC(高違約風險)，短期債券 C(有可能違約)，無擔保
的長期債券 CCC(有可能違約)；穆迪(Moody's)評等為
Caa1；惠譽(FITCH)評等則為 CCC，展望負向，薩國為
拉美國家中除委內瑞拉外，第二個被該機構評為 CCC
等級的國家。
4. 薩國中央銀行表示，國際油價維持抵擋，去(2016)年薩
國石油進口額降低 5 億 6,080 萬美元，2016 年薩國貿
易赤字 4 億 1,130 萬美元，較 2015 年降低 8.3%；薩
國生產製造能力仍不足，中間資本財、原物料及製造技
術皆仰賴進口，倘推動經建計畫，仍須藉進口原料、技
術才得以進行，另薩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進口及僑匯，
形成消費大於產出之情形。
重要經貿政策
1. 增加就業機會。
2. 改善社會治安、人民生活及消弭貧窮。
3. 擴大對外貿易，增加出口，以促進經濟成長。
4. 輔導協助微中小企業發展。
5. 吸引外人投資。
重要經貿措施
1. 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及強化運用其利基。
2. 協助微中小企業發展，加強拓展外銷。
3. 加強基礎建設，發展成中美洲區域營運中心。
4. 營造優良經貿投資環境，吸引外人投資。
5. 穩定財政與金融政策。
產 業 結 構 及 發 展 1. 產業結構：薩國經濟結構朝服務業發展，根據薩中央銀
策略
行資料，2016 年各產業佔 GDP%比例：服務業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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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25.9%及農漁業 12.2%。農牧業主要產品為蔗糖
及咖啡；製造業以食品加工、製藥與紡織為主，一般金
屬、塑膠及機械等工業逐漸興起。服務業以商業、旅館
餐飲業、金融業、發貨中心及電話客服中心等為主。
2. 發展策略：薩國政府除了發展製造業、投資觀光旅遊及
服務業外，近年亦鼓勵農民種植咖啡、蔗糖及基本穀類
(玉米、高粱、稻米、豆類)，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及水
產養殖業。
薩爾瓦多洽簽自 已生效：中美洲 5 國及歐盟自由貿易協定、中美洲 5 國及
由貿易協定及加
墨西哥自由貿易協定、中美洲北三角國家(薩爾瓦
入區域組織概況
多、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與哥倫比亞自由貿易協
定、中華民國-薩爾瓦多-宏都拉斯自由貿易協
定、中美洲 5 國-美國及多明尼加自由貿易協定
(CAFTA-DR)、中美洲 5 國及巴拿馬自由貿易協
定、中美洲 5 國及智利自由貿易協定、中美洲 5 國
及多明尼加自由貿易協定、薩爾瓦多與古巴部分
優惠貿易協定、薩爾瓦多與委內瑞拉部分優惠貿
易協定。
談判中：中美洲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預計 2017 年簽署)、
薩爾瓦多與千里達及巴布多部分優惠貿易協定、
薩爾瓦多與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薩爾瓦多與秘
魯自由貿易協定、薩爾瓦多與厄瓜多部分優惠貿
易協定、薩爾瓦多與玻利維亞部分優惠貿易協
定、薩爾瓦多與貝里斯自由貿易協定、太平洋聯
盟(目前薩爾瓦多為觀察員)。
三、臺薩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我國進口值

1 億 3,150 萬美元(2013) (↓6%)
1 億 534 萬美元(2014) (↓19%)
9,899 萬美元(2015) (↓6.03%)
1 億 828 萬美元(2016) (↑9.38%)
3,369 萬美元(2017.01-04) (↑11.25%)
我全球第 69 大出口市場；拉丁美洲第 10 大出口市場
5,691 萬美元(2013) (↑297%)
1,904 萬美元(2014) (↓66%)
3,335 萬美元(2015) (↑42%)
3,630 萬美元(2016)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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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薩貿易總值

主要出口項目

主要進口項目

我對薩國投資
主要投資類別

薩國對我投資

重要官方會議

重要民間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2,051 萬美元(2017.01-04) (↑17.36%)
我全球第 85 大進口來源；拉丁美洲第 13 大進口來源
1 億 8,841 萬美元(2013) (↑22%)
1 億 2,438 萬美元(2014) (↓19.89%)
1 億 3,234 萬美元(2015) (↑6.40 %)
1 億 4,459 萬美元(2016)(↑9.25%)
5,421 萬美元(2017.01-04) (↑13.49%)
我全球 75 大貿易夥伴；拉丁美洲第 13 大貿易夥伴
塑膠製品及原料、機器及機械用具、汽機車零配件、電機
設備及零件、鋼鐵製品、人造紡織材料、家具及燈具、橡
膠製品及原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針織品
蔗糖、電機設備及零件、鋼鐵、回收紙或紙板、棉花、咖
啡、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魚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塑膠製品及原料、鋁製品
駐薩經參處統計至 2017 年 5 月，我在薩投資家數為 49
家，投資總額計 7,205 萬美元，創造就業機會 5,997 人。
成衣廠 4 家、縫線廠 1 家、塑膠廠 9 家、漁產養殖 1 家、
鞋廠 1 家、自行車及機車組裝 2 家、餐飲業 10 家、工業
區廠房 1 家、兒童遊樂場 1 家、百貨及超市 17 家、娛樂
業2 家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截至 2017 年 2 月，薩對我投資案
計 4 件，為批發零售業及技術服務業，累計投資金額 3 萬
7,000 美元。
臺薩宏自由貿易協定執行委員會(經濟部長級會議，三國授
權由次長代表與會，首屆會議於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薩國
首都召開。)
臺薩經濟聯席會議(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薩爾瓦多
工商總會於 2016 年 9 月 5 日在薩國首都召開第三屆會議)
保護智慧財產權協定、臺薩自由貿易協定、臺薩中小企業
合作協定、中華民國外貿協會與薩爾瓦多國際會展中心合
作協議、臺灣咖啡協會與薩爾瓦多咖啡委員會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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