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 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107 年 5 月 1 日

人口

1,016 萬 9,192 人(2017 年)

面積

4 萬 8,443 平方公里(200 人/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760 億 3,810 萬美元 (2017 年)

平均國民所得

7,477 美元(2017 年)

經濟成長率

6.6%(2016 年),4.6%(2017 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

1.7% (2016 年),4.2%(2017 年)

失業率

7.1%(2016 年), 4.5%(2017 年 6 月)

進口值

174 億 8,350 萬美元 (2016 年)；108 億 1,610 萬美元(2017 年)

出口值

98 億 6,030 萬美元 (2016 年)；101 億 2,070 萬美元(2017 年)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暨相關提煉物、汽車、電子設備、糧食、醫藥製劑及食物原材
料等(2017 年)

主要出口項目

黃金、醫療器具、成衣、電路開關、雪茄、燃油、鞋靴、香蕉、鎳
鐵及蔗糖等(2017 年)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巴西、西班牙、哥倫比亞、波多黎各、
日本、及德國(2017 年)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海地、加拿大、印度、波多黎各、瑞士、英國、荷蘭、中國
大陸及德國(2017 年)

主要外人投資國

2016 年多國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為 24 億 670 萬美元，前 3 大外人投
資國家為加拿大 4 億 7,950 萬美元、美國 3 億 5,580 萬美元及西班
牙 2 億 8,140 萬美元；2017 年外人直接投資額為 35 億 7,0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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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重要經貿

除原賦稅改革機制外，連任之多國總統梅迪納(Danilo Medina)於 2016 年 8

措施及政

月 16 日就職典禮演說中指出，未來 4 年政府主要施政目標包括：繼續進

策

行除貧計畫、增建平價住宅、繼續加強道路基礎建設、大幅調整電業組織
及改善經營管理、加強中小企業發展、推動「國家數位發展計畫」及大幅
改善全國衛生、醫療及健保，相關重要措施如下:
1. 實施「解決赤貧綜合計畫」
，不僅要解決民眾短期問題，亦將致力根除
導致貧窮之起源，打破世代相傳之貧窮惡性循環
2. 增建平價住宅，使人民享有住宅之權利。
3. 繼續加強道路基礎建設。
4. 大幅調整電業組織及改善經營管理。
5. 加強中小企業發展。
6. 推動「國家數位發展計畫」
7. 大幅改善全國衛生、醫療及健保等體制

主要產業

主要產業概況：

概況及未來 1. 農牧業: 多國中央銀行表示，2017 年多國農牧業成長 5.9%，其中農業
發展策略

成長 6.3%，林牧漁業成長 4.8%。農業成長 6.3%，主因為咖啡、甘蔗、
菜豆、可可豆、柑橘類、稻米、玉米及香蕉產量分別增加 26.7%、23.6%、
7.2%、6.6%、6.1%、5.6%、5.6%及 5.3%。
2. 國內製造業（不含加工出口區）概況：2017 年多國製造業成長 3.0%，
其中食品工業、菸草業、煉油業及其他製造業分別成長 5.4%、1.2%、
5.9%及-1%。
3. 加工出口區概況：根據多明尼加加工出口區委員會(CNZFE)資料顯示，
迄至 2017 年 12 月共提供 16 萬 5,723 個就業機會，較 2016 年同期增加
1.6%。迄 2017 年 12 月共 679 家廠商駐進，其中 104 家業者從事紡織
業、82 家業者從事雪茄相關產業、104 家業者從事為農產品加工業、
32 家為製藥業者、54 家為製鞋業者及 14 家為珠寶業者。
4. 營建業：2017 年多國營建業較 2016 年成長 3.7%。營建業之成長亦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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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其主要原物料水泥、油漆及鋼筋國內銷售量分別成長-1.5%、8.8%及
4.4%。
5. 礦業：2017 年多國生產的黃金、銀礦及銅礦產量分別增加-8.7%、22%
及-2.2%，主因為多國主要的礦業公司進行工廠歲修，爰此，整體而言
全年礦業下跌 3.4%。
6. 畜牧及漁業：2017 年多國畜牧、林及漁業合計成長 4.8%，其中牛奶、
雞隻、豬隻及牛隻產量分別增加 7.5%、4.1%、1.6%及 0.9%。
7. 金融服務及保險業：據多明尼加央行經濟發展報告指出，2017 年多國
金融服務及保險業產值成長 6.2%，其中各項手續費及其他收入較 2016
年增加 5.0%，保險業務則成長 8.7%。
8. 商業：據多國央銀經濟發展報告指出，2017 年商業產值成長 3.1%，主
因為進口商品減少 0.5%。惟金融機構提供之個人消費性及商業性貸款
亦分別成長 11.6%及 13.9%，主要超市購物中心及服飾商店用電量及銷
售量亦分別增加 8.1%及 11.9%。
9. 運輸與物流倉儲業及通訊業：2017 年多國運輸及物流倉儲業產值成長
5.1%。同期通訊業產值成長 3.8%，其中有線電話、手機服務及網路服
務分別成長 4.2%、3.6%及 1.9%。
10.能源及水力業：2017 年多國能源及水力業產值成長 3.7%，其中住宅、
工業、商業及政府能源使用量分別增加 2.0%、5.8%、8.1%及 4.9%，致
全年能源使用量較 2016 年增加 3.8%。
11. 旅館、酒吧暨餐飲業：2017 年多國旅館、酒吧暨餐飲業產值成長 6.8%，
主因為外國觀光客人數創新紀錄達近 618.75 萬人，人數較 2016 年增加
22.8 萬人。
未來發展：
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預估，2018 年多國經濟將成長 5.5%，主因為外部貸款
條件有利擴大金融資本，中期貸款利率將維持在 5%。
IMF 稱，多國就業與薪資持續改善，失業率降為 5.1%，係歷史最低值，通貨膨
脹率達央行目標範圍，預估未來長期內將維持在此目標值範圍內。未來經濟展
望仍存在風險，主要風險係全球油價上漲、融資條件限制性增加及國際市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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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低於預期，儘管多國經濟改革將持續，惟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將限制經
濟發展承受國際金融影響之能力，其風險將增加。
IMF 認為未來多國面臨之主要挑戰係包括應加速經濟改革，以增強應變能力、
提高經濟成長及改善貧窮與貧富不均等問題。IMF 肯定多國政府在加強稅收之
努力，惟仍須有更具體整合之措施，以解決結構性金融問題，近來實施之稅務
及海關管理措施有助於政府稅收增加，但仍不足以扭轉政府公債因全球融資條
件緊縮而融資成本增加及油價上漲之負擔。
洽簽自由

1. 背景說明：多國近年對洽簽 FTA 採取謹慎態度，政府暫停對外之新 FTA

貿易協定

談判，致力協助國內產業技術升級。另外，多國外交部長 Andres Navarro

概況

表示新外交政策有 3 大主軸：(1)善用多國戰略位置(2)協助多國主要產
品進入國際市場(3)建立適當對外談判平臺。
2. 已簽定：中美洲共同市場(1998)、與巴拿馬(2003)以及中美洲與美國簽
訂之自由貿易協定(DR-CAFTA)(2007)、與歐盟簽署經濟夥伴協定
(EPA)(2008 年 1 月生效)
3. 推動中：與智利及古巴洽簽部分範圍之貿易協定；正與巴拿馬協商擴
大互免關稅項目。多國貿易談判國家委員會由 17 個政府機構代表組
成，現階段僅與部分國家研議洽簽部分範圍之貿易協定可能性，以協
助多國商品以優惠條件進入他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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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多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9,787 萬 4,774 美元(2010 年)(↑20.43%)
1 億 331 萬 3,177 美元(2011 年)(↑5.56%)
1 億 781 萬 2,149 美元(2012 年)(↑4.36%)
1 億 1,524 萬 3,652 美元(2013 年)(↑6.89%)
1 億 1,655 萬 6,990 美元(2014 年)(↑1.14%)
1 億 640 萬 2,353 美元(2015 年) (↓8.71%)
1 億 663 萬 8,968 美元(2016 年)(↑0.22%)
1 億 2,413 萬 4,376 美元(2017 年) (↑16.41%)
3,991 萬 8,172 美元(2018 年 1 月-3 月) (↑20.35%)

我國進口值

4,414 萬 8,369 美元(2010 年)(↑103.30%)
4,767 萬 4,605 美元(2011 年)(↑7.99%)
4,008 萬 8,166 美元(2012 年)(↓15.91%)
3,161 萬 6,252 美元(2013 年)(↓21.13%)
3,146 萬 3,386 美元(2014 年)(↓0.48%)
2,938 萬 2,790 美元(2015 年) (↓5.18%)
5,967 萬 5,205 美元(2016 年) (↑100%)
7,329 萬 6,020 美元(2017 年)(↑22.83%)
2,909 萬 3,486 美元(2018 年 1 月-3 月) (↑46.83%)

主要出口項目

塑膠及其製品、核子反應器或其零件、鋼鐵、車輛零件、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光學設備及其零件、針織品、鋼鐵製品、雜項卑金屬製品、
橡膠及其製品、關稅配額品、人造纖維、家具及其配件、鋁及其製品、
有機化學製品、礦物、填充用材料、蛋白狀物質、鞣革或染色用萃取
物及玩具等(2017 年)。

主要進口項目

鋼鐵、礦石、光學儀器、鋁及其製品、塑膠及其製品、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鞋靴及其零件、木漿及回收廢紙、菸、非針織衣物、咖啡、可
可及其製品、關稅配額貨品、食料、飲料、肥皂洗潔劑、動植物油、
5

帽類製品、核子反應器或其零件、航太零件、家具或其配件及精油等
(2017 年)。
我 對 多 明 尼 加 據駐多明尼加大使館經濟參事處統計，2017 年我商在多國投資計 57
投資

家，總投資額約 1 億 7,000 萬美元，創造約 3,000 個直接就業機會，從
事產業包括太陽能發電、製鞋業、塑膠瓶及塑膠袋、衛生紙及建材等
之加工及製造，汽機車零配件、電腦及周邊設備等產品之進口及銷售
等。

多 明 尼 加 對 我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8 年 3 月資料，我國核准多明尼加華僑
投資

及外國人來臺投資案件有 6 件，金額為 314.3 萬美元，分別從事於電
子零組件製造業、批發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等。

重要民間會議

臺多(多明尼加)民間經濟聯席會議（已於 2010 年、2011 年及 2014 年共舉
辦 3 屆）

雙邊經貿協定

臺多投資促進及保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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