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國家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17.7.20

人口
國內生產毛額
平均國民所得
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
進口值（美元）

1,820 萬人(2016 年)
2,349 億美元(2016 年)
1 萬 3,200 美元(2016 年)
1.9%(2014 年)、2.3%(2015 年)、1.6%(2016 年)
6.3% (2014 年)、6.3%(2015 年)、7%(2016 年)
686 億(2014 年)、587 億(2015 年)、568 億(2016 年)、
309 億(2017 年 1-6 月，+12%)
出口值（美元） 742 億(2014 年)、 621 億(2015 年)、563 億(2016 年)、
317 億(2017 年 1-6 月，+6.1%)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小客車、天然氣、電子及通訊器材、運輸用車
輛、煤、醫藥製品等。
主要出口項目
銅、木漿、鮭鱒魚、葡萄酒、鉬、葡萄、黃金、魚粉、
木材等。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
望

1.智利過去 10 年來皆為拉丁美洲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之
一，但在 2010 至 2012 年經濟擴張時期之後，因處於採
礦業投資週期低點、銅價格下跌及民間消費減弱等因
素，使得 2014 年後經濟成長率逐年下滑。2016 年由於
投資及公共支出減少導致內需疲弱，智利經濟成長由
2015 年的 2.3%減少為 1.6%。
2.根據智利央行公布統計數據，受到智利北部全球最大
Escondida 銅礦場工人罷工之影響，智利今(2017)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僅有 0.1%，為 2009 年以來最低。另智利
央行於 5 月決定將貨幣政策利率下調 25 個基點至
2.5%，為 2010 年 9 月以來的最低水準。
3.由於今年第 1 季採礦活動下降約 14%，影響了發電及部
分地區經濟活動，並持續影響第 2 季經濟表現，智利央
行今年 6 月第 4 度調降今年經濟成長率之預測，由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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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2%調降為 1%-1.75%。惟對 2018 年經濟成長率展
望較為樂觀，由 2.25%-3.25%調升至 2.25%-3.5%。
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今年 5 月發布拉美地區經濟展
望報告指出，儘管外部條件略改善，智利經濟 2017 年
迄今幾無成長，智利前景仍疲軟，預估智利本年經濟
成長 1.7%，僅較 2016 年 1.6%成長率略微上升。此一小
幅成長反映了銅礦生產因長時間罷工中斷、廣泛嚴重
之森林火災、勞動市場疲弱影響消費以及信心和投資
低迷，同時即將舉行之總統大選亦增加政策方向之不
確定性。然而，由於智利主要貿易夥伴強勁成長及寬
鬆之貨幣條件，預期智利經濟在今年下半年可望復
甦，在 2018 年將更為強勁，成長可達 2.3%。
重要經貿措施 一、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產業：
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智利制定 2035 年及 2050 年能
源目標，包括在 2035 年 6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於
2030 年減少 30%溫室氣體排放、2050 年每年停電不
超過 1 小時、2050 年 7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2050
年 100%建築物符合 OECD 節能標準等，智利政府積
極吸引綠能投資。
二、 貿易推廣政策：
智利出口結構集中於礦產，爰智利政府希望透過積
極拓銷其他智利優勢產品以分散出口，並擴大市
場，目前以亞洲市場為重要拓銷目的地。因此智利
透過(1)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藉由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協助智利產品降低關稅、非關稅等貿易障礙，
智利至今已與 64 國家簽訂 26 個協定，以協助智利於
上述區域取得進一步市場開放。(2)出口產品多樣
化：智利出口以銅礦為主，占總出口的 46％，為拓
展出口，智利除銅礦外亦積極出口各類農產品、水
產、製造業及服務業等產業。
三、 22 項經濟發展措施：
為提振經濟，智利財政部及經濟部於 2016 年 4 月聯
合公布有關融資、服務業出口及簡化申請作業手續
等 22 項措施。其中 3 項措施目前已在試推行階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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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行政命令為之，其餘 10 項以透過修法推動。重
要措施包括:開放保險公司對基礎設施進行直接投
資、提供非銀行之金融中介機構 1.2 億美元貸款、擴
大推動科技創新計劃並提供 3.5 億美元貸款、簡化服
務業出口手續、擴大可免徵增值稅之服務業出口項
目、建立避免雙重課稅機制、促進太平洋聯盟
(Pacific Alliance)成員國間人員移動便捷化及證照相
互承認機制、推動現代化電子簽章之立法等。
主要產業概況 一、 礦業：
智利為全球第一大銅生產國，2015 年產量為 575 萬
噸，佔全球市場份額的 30％。 除了銅，智利也是
鉬、金和銀的供應國家。智利也是非金屬礦物如
碘、鋰、硝酸鈉、及硝酸鉀供應國。 智利礦業在
2016 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約 7％，佔智利出口總額
的 46％，由於價格影響，出貨量下滑 8.9%。根據智
利國家銅業委員會（Cochilco）之估計，2016-2024
年智利礦業的投資預計約為 277.53 億美元，2016 年
銅產量減少 3.9%至 540 萬噸，但 2017 年預估將回升
5.5%至 585 萬噸。
二、 農林漁牧業：
農業是智利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年產量約為 140
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25％左右，是出口第二
大來源。2016 年智利農林畜牧業及漁業成長 11％，
其中以水果出口表現亮眼，成長 14％。本產業仍以
美國為最大市場，出口額達 18 億 9,300 萬美元，占
該部門出口的 33％；其次是中國大陸 11 億 6,400 萬
美元，成長 42％，占該部門出口的 20％；第 3 大出
口目的地市場為歐盟。2016 年智利水果出口金額達
51 億 6,700 萬美元，為農產品最主要出口項目，亦
占農林漁牧業總出口之 89%。
三、 食品產業：
目前智利食品產業總計僱用約 120 萬勞動力，佔全
國經濟活動人口的近 20％。預計到 2030 年，食品業
佔智利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達 35％以上，及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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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勞動力。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統計，
智利的食品出口在過去十年平均年成長了 10％。原
料及加工品已出口至全球 150 多個國家。
跨國食品製造商如雀巢和百事可樂等公司在智利設
有製造工廠。雖然加工食品在智利國內消費穩步上
升，但多數投資智利的食品和飲料公司皆著眼於利
用智利之自然資源及簽訂許多自由貿易協定之優勢
以提高其在智利以外市場之銷售。
三、臺智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美 3.25 億(2014 年)、2.94 億(2015 年)、
元）
2.50 億(2016 年，-15.2%)、1.08 億(2017 年 1-6 月，-7.75%)
我國進口值（美 16.8 億(2014 年)、14.9 億(2015 年)、11.92 億(2016 年，
元）
-20.4%)、6.6 億(2017 年 1-6 月，+6%)
主要出口項目 空白光碟、固態硬碟、聚酯原料、機動車輛零附件、無
線電話、合成纖維、腳踏車、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螺絲
螺帽
主要進口項目 精煉銅、紙漿、鮮蘋果、鮮櫻桃、魚粉、鮮葡萄、松
木、冷凍帝王蟹、南美貝(鮑魚)罐頭、鉬鐵、冷凍鮭
魚、葡萄酒
我對智利投資 1,400 萬美元（智利外人投資委員會資料）
智利對我投資 58 萬 4,000 美元 （經濟部投審會資料）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臺智民間經濟合作委員會聯席會議(第 11 屆會議於 2016
年 7 月 7 日在臺北召開)
雙邊經貿協定或 1.2016 年 7 月 我 外 貿 協 會 與 智 利 對 外 貿 易 推 廣 局
瞭解備忘錄
(ProChile)簽署合作協議。
2.2008 年我農委會防檢局與智利農業部農牧局簽署智利
蘋果出口作業規範及臺灣新鮮楊桃輸銷智利檢疫作業
規範。
3.2002 年 4 月我經濟部與智利經濟部簽署智慧財產權瞭
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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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已簽署並已生效 與 64 國簽署 26 個貿易協定：
澳洲、玻利維亞、加拿大、中美洲（哥斯大黎加、薩爾
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中國大陸、
哥倫比亞、南韓、古巴、厄瓜多、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美國、香
港、印度（部分範圍協定(PSA)及其擴大協定）、日本、
馬來西亞、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墨西哥、P4(智
利、紐西蘭、新加坡、汶萊)、巴拿馬、秘魯、泰國、
土耳其、歐盟、委內瑞拉、越南、太平洋聯盟貿易議
定書
已簽署尚未生效 TPP、烏拉圭
談判中
TiSA、印尼、阿根廷
現有 FTA 擴大 中國大陸、南韓、歐盟、加拿大、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談判
(EFTA)
未來可能洽簽對 菲律賓、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UEEA)、英國(英國正
象
式脫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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