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更新日期：106.09.20

人口
1 億 2,317 萬人
面積
1,943,950 平方公里(約臺灣 54.3 倍大)
國內生產毛額 1 兆 1,437 億美元(2016)
每人 GDP
8,543 美元(2016)
經濟成長率 2.2%(2014)、2.5%(2015)、2.3%(2016)
通貨膨脹率 4.72%(2016)
工業成長率 -0.2% (2016)
失業率
3.5% (2016.12)
外匯存底
US$1,797.08 億(2016)
幣值匯率
US$1＝20.73 披索 (2016.12.31)
進口值
US$ 3,870 億 6,450 萬(2016) (↓2.1%)
出口值
US$ 3,739 億 2,963 萬(2016) (↓1.8%)
主要進口項目 原油及石油；汽油；天然氣；柴油；玉米；大豆；環烴；豬
肉；液化石油氣；肉類及家禽內臟；麥；其他無機化學品；
大豆油固態廢油
主要出口項目 汽車及零配件；數據處理機；電話或電報設備；原油；電視
機；電力設備用絕緣體；其他電子產品；醫療或獸醫用具；
家具；拖曳機；未鍛造、粉狀金；電冰箱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德國、韓國、加拿大、馬來西亞、
臺灣、泰國、義大利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德國、日本、西班牙、英國、哥
倫比亞、巴西、韓國、印度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 1. 墨西哥經濟潛力雄厚，礦產及天然資源豐富，內需市場
望
龐大，經濟市場自由開放，並為中南美最大貿易國。惟
治安問題為墨國之投資、經濟活動及國家整體發展之重
要課題。
2. 墨政持續經濟開放政策、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並已陸續
完成稅制、能源法案及電信法規改革，期再創經濟續成
長高峰。惟墨國進出口及經濟發展深受美國及國際經貿
牽動，未來墨國經濟是否持續成長，深受 NAFTA 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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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之影響。
3. 2016 年墨西哥經濟成長 2.3%，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57 兆 8,439 億披索。2016 年貿易方面，墨國 2016 年貿
易總額為 7,610 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 3,739 億美元，
進口額 3,871 億美元，出口及進口較前一年同期分別減
少 1.8%及 2.1%。
4. 墨西哥 2017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0.6-1.8%。
5. NAFTA 重談係墨國現階段對外經貿最重要之工作。墨
經長已表示若美國對墨輸美產品課額外關稅，墨國將
「以牙還牙」。
重要經貿政策 依據墨經濟部依「2013-2018 年國家發展計畫」
，重要政策
目標如下：
1. 加強產業發展及創新，以促進經濟成長及各產業、區域
及企業之平衡發展。
2. 促進貿易及服務業之創新，尤其是知識經濟產業，以提
升技術產品及服務品質。
3. 促進及協助中小企業之發展。
4. 提高競爭力，並改善經貿法規使之更為完整，以促進經
貿及投資發展。
5. 增加經貿及投資計畫及活動，如開發新出口市場、加強
區域間經貿及投資關係、擬訂加強出口計畫及加強吸引
外資。
重要經貿措施 1. 國際經貿政策：墨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已與 47
國簽署 12 個 FTA。NAFTA 重談係墨國現階段對外經
貿最重要之工作。墨經長已表示若美國對墨輸美產品課
額外關稅，墨國將「以牙還牙」
。
2. 能源改革：墨國 2014 年 8 月 11 日通過新能源改革法配
套法案：石油部分：結束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長
達 75 年之專營及壟斷情形，允許私有企業及外資參與
投資墨西哥石化（包括新興之頁岩油氣）產業探採、煉
製、運送及銷售業務。電力部分：將允許私有企業投資
發電及售電產業，並創造私部門間進行購電及售電之市
場機制。
3. 電信改革：墨於 2014 年 7 月 7 日通過之電信改革配套
法案，涵蓋電話通信、廣播頻率、開放電視台及網路電
視機上盒等。法案已強迫長期壟斷之墨國電信業須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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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之股份，預估將可大量增進民間之投資及參與經
營。
4. 推動「經濟特區(Zona Economia Especial, ZEE)」：墨國
政府為加強開發發展相對落後之地區，促使全國發展均
衡、消除貧窮人口並減少犯罪溫床等政策目標，前於去
(2016)年 6 月 1 日公告「經濟特區(ZEE)法」
，並逐年公
告貧窮線指數最低之 10 個地區及其所適用之投資獎勵
措施，做為加強開發之措施。
主要產業概況 1.墨國各級產業佔 GDP 比例：第一級產業僅佔 3.1%，第
二級產業佔 32.5%，第三級產業則佔 61.6%。
2.重要產業：
(1) 墨西哥保稅加工出口區（Maquiladora）自 1965 年起成
立，以電子、紡織、汽車三大行業為主軸，以美國為
主要外銷市場。自 2006/11/13 起將 Maquiladora 廠商之
保 稅 加 工 出 口 計 畫 (Maquila) 及 暫 時 加 工 出 口 計 畫
(PITEX)合併為單一獎勵計畫，名為加工出口製造業獎
勵計畫(IMMEX)。
(2) 汽車工業：墨西哥為美洲汽車生產重鎮，2016 年汽車
生產量增加到 346 萬 5,306 輛，較 2015 年之 339 萬 9,076
輛，成長 1.96%。目前墨國為全球第 7 大汽車生產國
地位，全球第 4 大汽車出口國及美國汽車市場第 1 大
供應國。
(3) 能源工業：墨國目前係全球十大產油國之一，原油收
入是墨西哥的經濟命脈之一，2016 年墨國石油出口收
入約佔墨國國庫收入 16.3%。墨西哥已修改憲法規定，
開放外資投資原油、天然氣探勘與提煉業。墨西哥石
油公司(Pemex)目前僅有 6 座煉油廠，無法滿足國內燃
料需求，須從美國等地進口汽油以補足國內需求。
(4) 鋼鐵業：墨西哥是全球第 12 大粗鋼(Crude Steel)生產
國、中南美洲第 2 大鋼鐵產國，僅次於巴西。墨國自
2012 年 1 月起將許多鋼鐵品的進口稅將降為零，而這
些項目 90%與墨西哥產品重疊，造成中國大陸、韓國、
臺灣等多國鋼製品進口墨國。
(5) 電子及家電業：墨國電子產品出口金額占墨國出口總
額（不含石油項目）為 24％，為墨國重要之出口項目
之一；全球有 90％之電子產品製造服務廠(EMS)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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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tronics、Foxconn、Jabil、IBM、HP、LG、Samsung、
Toshiba 及 Intel 等國際知名大廠均在墨國設有生產據
點。墨國亦為全球家電出口國，其中 2 門冰箱產品為
全球第 1 大出口國，在洗衣機、空調設備、壓縮機冰
箱、瓦斯爐及電熱水器等產品項目，墨國均位居全球
第 3 大出口國。
(6) 製鞋業：製鞋工業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傳統產業之一，
目前墨國為全球第 5 大製鞋品出口國。墨西哥鞋子的
主要出口國為美國，2016 年墨西哥鞋銷美金額為 4 億
1,300 萬美元，在美進口鞋市占率為 1.6%。
3.服務業：
(1) 金融服務業：近年來持續穩定成長，2016 年墨國外
人投資總額為 267 億 3,900 萬美元，對金融業之投資
為 23 億 7,750 萬美元，較 2015 年減少 9.52%。
(2) 電信業：墨西哥目前有 TELMEX、AT&T 等業者提
供固網、網路、手機等服務。
累計外人投資 1. 依據墨國經濟部資料，1999 年至 2016 年墨國外人投資
及主要外資來 金額為 4,646 億 8,880 萬美元。
源國
2. 主要投資國家依序為：美國 2,135 億美元、西班牙 571
億美元、荷蘭 525 億美元、加拿大 275 億美元、比利
時 180 億萬美元、德國 142 億美元、日本 134 億美元、
英國 104 億美元、瑞士 94 億美元、盧森堡 60 億美元。
3. 臺灣則為墨國外人投資第 27 位，金額為 7 億 1,080 萬
美元（約佔墨國外資之 0.2％）。亞洲國家之日本排名
第 7，金額為 134 億 1,220 萬美元；韓國排名第 13，金
額為 38 億 7,320 萬美元；新加坡排名第 19，金額為 19
億 7,050 萬美元。中國大陸則排名第 32，金額為 4 億
8,480 萬美元。
洽簽自由貿易 已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玻利維亞、G3 三國
協定概況
集團 （僅剩哥倫比亞）、智利、歐盟、歐洲自由貿
易協會（EFTA）
、以色列、烏拉圭、日本、秘魯 (貿
易整合協定)、中美洲 5 國與墨國單一 FTA、太平洋
聯盟架構協定、巴拿馬。
已簽署、尚未生效：TPP 書。
談判中：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約旦、複邊服務貿易
協定（T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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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墨雙邊經貿關係
19.84 億美元(2014) (↑11.08%)
22.09 億美元(2015)(↑11.40%)
20.38 億美元(2016) (↓7.72%)
14.64 億美元(2017.01-08) (↑10.10%)
我國進口值 6.19 億美元(2014) (↓23.16%)
6.05 億美元(2015) (↓2.14%)
9.03 億美元(2016) (↑49.08%)
4.26 億美元(2017.01-08) (↓38.32%)
臺墨貿易總值 26.03 億美元(2014)(↑0.44%)
28.15 億美元(2015)(↑8.18%)
29.41 億美元(2016) (↑4.50%)
18.90 億美元(2017.01-08) (↓6.45%)
主要出口項目 電話機、積體電路、機動車輛零件及附件、視聽設備零件、
印刷電路、經護面、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鋼鐵製螺絲螺帽、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光
學閱讀機、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
主要進口項目 電話機、銅礦石及其精砂、鹽、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
物、資料存取裝置、積體電路、電氣用具、影音設備零件、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光學閱讀機、內科、
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
我對墨投資 依據墨西哥經濟部資料顯示，臺商在墨國投資計 289 家，
1999 至 2016 年投資金額累計為 7 億 1,080 萬美元，居所有
環太平洋亞洲國家投資墨國第四位，僅次於日本、韓國、新
加坡。由於臺商甚多已國際化，據悉赴墨投資之資金並非全
部直接來自臺灣，因此，實際臺商投資金額應該大於墨經濟
部統計之金額，據估計赴墨投資臺商已達 300 家，金額累計
達 10 億美元。主要臺商有鴻海(Foxconn)、英業達(Inventec)、
緯創(Wistron)、和碩(Pegatron)、華碩(ASUS)、大同(Tatung)、
達達(Mytek)、技嘉、寶成(Pochen)、毅嘉、台達電(Delta)、
年興紡織(NienHsing)、南緯紡織(Tex Ray)、加州紡織、東元
電機、環隆電氣(USI)、冠捷(TPV)、華旭環能(Arima)、泰金
寶、光寶電子、皇田工業、六方精機等。
依據我國投審會資料，截至 2017 年 2 月我對墨投資計 32
件，累計投資金額達 3 億 2,710 萬美元。
我國出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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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類別 製造商：工業用 server、電腦、LED 電視組裝、汽車零配件、
塑膠射出、紡織成衣、馬達、家具、電扇、玩具等。
進出口商：電腦及週邊設備、文具、鞋材、皮包材料、禮品、
雜貨、手錶、手工藝品、汽車零配件及玩具等。
墨對我投資 19 件 204,000 美元(1952-2017.02 我投審會統計資料)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兩國迄今已舉行 18 屆臺墨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第 18 屆臺墨民間經濟聯席會議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墨市舉
行，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CIECA)、墨西哥市商會
(CANACO)及墨西哥外貿商務協會(COMCE)共同召開。
雙邊經貿協定 1. 無雙邊官方經貿協定。
2. 我外貿協會與墨國投資貿易局(ProMéxico)於 2012/5/21 日
簽署瞭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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