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Venezuela)國家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2016 - 2017 年）：

人口

（更新日期：2017.11.06）
3,151.9 萬人 (2016,全球第 44 位) 官方語言 西班牙文

面積

91 萬 6,445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US$ 2,873.00 億 (2016,WEF)
US$2,153.07 億(2017,IMF 估計)

口語

委內瑞拉語

政體
首都
宗教

聯邦共和國，總統制
卡拉卡斯(Caracas)
72%天主教，18%基督教，
2%回教，另有印度教、佛教
及印第安傳統信仰

平均國民所得 US$9,258.3 (2016, WEF)

主要政黨 團 結 社 會 黨 (PSUV ， 執 政
黨)、Podemos 黨、正義優先
幣別
玻利瓦(Bolivar)
黨(Primero Justicia)、基督社
強勢玻利瓦(Bolivar Fuerte)
會黨(COPEI)、委內瑞拉計畫
黨 (PV) 、 社 會 主 義 行 動 黨
-18.6% (2016)
經濟成長率
(MAS)、愛國聯盟(PP)、聯
合選舉勝利黨(UVE)、第五
共和黨(MVR)、Patria para
Todos 黨、共產黨(PCV)
US$1=11,023 Bolivar
基本月薪
US$16.12(黑市)
匯率
US$1=11.02 Bolivar Fuerte
US$32.54(官價) (2016.12)
(2017.11.06 兩制並行)
失業率
26.4% (2017, IMF 估計)
通貨膨脹 720.0% (2016, IMF)
799,9% (2016, 委 國 央 行 估
率
計)
外匯準備
US$108.68 億(2016)
外債
US$1,321.56 億 (2016)
US$1,500 億(2017, IMF)
競爭力排名
全球第 127 名(2017-2018,WEF) 向中國大 US$622 億
陸貸款 2007-2016 累計
進口值
US$171 億 7,700 萬 (2016, ECLAC, UN )
出口值
US$289 億 9,600 萬 (2016, ECLAC, UN )
主要進口項目 農產品、牲畜、原材料、機器設備、運輸設備、建築材料、醫療器材、
石油製品、醫藥、化工產品、鋼鐵製品
主要出口項目 原油、石油及燃料用油(96.0%)、礦產品(3%)、其他產品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24.0%)、中國大陸(18.3%)、巴西(8.9%)、哥倫比亞(5.1%)、墨西哥
(4.4%)、阿根廷(4.0%)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24.5%)、中國大陸(14.1%)、哥倫比亞(10.8%)、荷蘭(9.3%)、巴西
(6.8%)、古巴(4.2%)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外匯及匯率政策失靈，引發超級通膨，年通膨率逾 700%，全球第一。
(2)實施物價及外匯管制，企業缺乏外匯，原料缺乏，無法生產，且物價
控制下，產品成本提高售價卻無法調整，嚴重虧損，造剩數十萬家企
業倒閉及外逃。
(3)民生物資及醫藥缺乏，造成嚴重人權問題：
委國因民生物資嚴重缺乏，營養不良情形普遍，造成 且因社會福利支
出大幅刪減，醫藥產品進口不足，生病人口無法受到適當醫療與照護，
形成人口外逃及非法前往鄰國就醫之情況，初生嬰兒及婦女妊娠死亡
率大幅提高，形成嚴重人權問題。
(4)對外出口高度仰賴石油:經濟危機下，委國經濟產出完全仰賴石油，
並且每日以石油輸往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償還債務，致無法出售原油換
取外匯，債務累積更形嚴重。
(5)外債高築，無力償還，亟需債務重整：
委國外債目前累計在 US$1,500 憶美元，僅次於墨西哥，居拉美第二位，
鑒於委國連年經濟持現負成長，且用以抵債之石油產能亦節節衰退，
償債發生困難，總統馬杜洛意呼籲各債權國及機構與委內瑞拉進行債
務重整。
(6)貪污及治安惡化，成為全球治安最差及謀殺率最高國家
委國貪污及治安均被全球各機構評定為問題最嚴重國家，治安不佳
下，販運毒品及人口等問題層出不窮。2013 及 2015 連續被蓋若普評
為全球最危險國家。
(6) 示威遊行不斷，失業率大幅攀升，青年失業率高達 30%以上，社會動
盪。
2.經濟展望：
(1)石油產能縮減，造成償債能力下降及外匯收入短缺，短期間難以改善。
(2)債信崩潰，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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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債信評等機構，如惠譽、標普等均將委國債
券列為垃圾等級，整體環境有欠穩定，委國最大貸款來源中國大陸亦
於 2016 年間停止再對委國貸款。
(3) 2017 年經濟競爭力排名敬陪末左，政府效能及基礎建設問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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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競爭力排名，委內瑞拉在全球 137 個受評國家中竟排名第 127 位，
大幅落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對照智利、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墨西
哥及哥倫比亞分別列居區域內之第 1 至第 5 名，顯示委國經濟已經陷
入嚴重危機。

重要經貿政策

1、 實施 21 世紀社會主義，制定匯率、外匯及物價管制政策。
2、 成立全國制憲會議，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取代國會權力。
3、 實施玻利瓦及強勢玻利瓦兩種貨幣換算單位並行政策。
4、 依據中央銀行官價、進口原物料、觀光出國等不同目的及用途，訂立
三種美元兌換匯率，造成黑市美元猖獗，帶動超級通膨。
5、 因應超級通膨，推出 10 萬玻利瓦面值之紙鈔，更助長通膨惡性循環。
6、 運用國家外匯黃金儲備支應外債，外匯儲備大量減少。
7、 運用石油出口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償付外債。
8、 以國營石油公司債券及資產折抵外債。
重要經貿措施 1、 2014 年馬杜洛總統宣布貨幣大幅貶值，以降低民生物資成本，惟招
致社會衝突、失業及貧窮。
2、 實施 CADIVI、SITME 及 DICOM 三種美元匯率規定，造成市場混亂。
3、 南方共同市場會籍於 2016 年及 2017 年 8 月遭無限期停權。
4、 因實施獨裁，罔視人權，被拉美 13 國組成之利馬集團譴責。
5、 哥國總統馬杜諾、副總統及內閣重要閣員列入美國及歐洲制裁名單。
6、 與中國大陸展開債權諮商，盼以石油輸出抵債外，可運用委國國營
石油公司資產及債券抵債。
7、 邀集全球債權機構在委國首都卡拉卡斯召開債務重整會議，與俄羅
斯簽屬債務重整協議(2017.11.15)，國際債信評等機構將委國列入選
擇性債務不履行(default)等級。
主要產業概況及 1. 主要產業概況：
未來發展策略
(1) 石油開採及提煉:
委內瑞拉石油蘊藏居世界第一位，達 1 兆 3,600 億桶，石油開採及
提煉亦成為委國經濟命脈，且絕大多數產銷均集中由國營石油公司
(PDVSA)負責營運，該公司在委國境內擁有 6 家輕油裂解廠，另外
在海外歐美各地投資規模龐大，總計石油及其相關煉製品占外銷總
額之 80%，日產 239 萬 8,000 桶，多數出口美國、歐洲及拉美國家，
目前因政經危機，數量大幅減產至每日 100 多萬桶，惟因其他製造
業已經完全歇業及關廠，石油輸出反而占總出口達 90%以上，扮演
更重要角色。國際投資石油開採及出口原占 20%，惟委國經濟危機
出現後，大多減少投資及生產，國營石油公司生產比例大增。委內
瑞拉亦為天然氣主要產國，且有液態瓦斯、丁烷、丙烷，可供自用
及外銷。
(2) 礦業：
鐵及鋁礦：委內瑞拉鐵礦蘊藏量豐富，為主要鐵礦砂輸出國，亦為
優質鋁礦出口國。其他礦產則包括磷、煤、黃金、鎂、鹽礦、石灰岩
及鑽石等(僑胞有經營鑽石開採及販售者)，亦均富高度經濟價值，其
中黃金蘊藏量占全球 10%，由國家礦業公司，以及外商投資開採出口。
(3) 具備豐富民生產業基礎：
委內瑞拉在實施社會主義造成經濟危機之前，也是具備豐厚產業基

礎的拉美大國，其中水泥、鋼鐵、鋁製品、肥料、輪胎，以及汽車工
業等均十分發達，其他還有食品工業、飲料、紡織、成衣、製鞋、塑
膠製品及木材加工，高峰時工業產值達國民所得之 51.6%。可惜自
1998 年查維茲執政後，積極推動 21 世紀社會主義革命，以政策干預
產銷市場機制，導致製造業關廠及引發經濟危機。
(4) 觀光有待發展：
委內瑞拉幅員遼闊、觀光資源豐富，惟缺乏積極開發，2005 年觀光
客達 85.7 萬人，隨後因經濟狀況惡化、社會治安堪虞，犯罪率大幅
增加，成為蓋洛普民調 2013、2015 兩年全球最危險的國家，遊客隨
之卻步，觀光業亦難以發展 。
(5)農漁牧產業:
委國可耕地廣闊，土地肥沃，2003 年農牧業就業占總人口之 11%，種
植五穀、雜糧及蔬果，物產豐饒，高粱、之麻、大豆、棉花、向日葵、
棕櫚等經濟糧農作物豐沛；2005 年牛隻達 1,600 萬頭，豬 310 萬頭、
羊 53 萬頭、雞 1 億 1,000 萬隻，惟因社會主義政府以政策干預市場
機制，生產衰退，目前尚需自阿根廷及烏拉圭進口牛肉。
漁業方面，委國不僅有鮪魚、鱒魚、海蝦、鱈魚及赤鯮等高價魚類，
亦有完善之養殖業，農漁牧天然條件優異。此外，造林方面則以加勒
比海松樹為種植大宗。
(6) 水力發電資源豐富：
委國水力發電資源豐富，足夠供應全國 70%電力，相當每天燃燒 75
萬 7,000 桶原油之能量，未來如充分發展，設至有將電力輸出巴西之
潛力，惟目前委國政府尚未充分開發獲妥善運用，亦缺乏穩定公共電
網，竟然數度發生全國大停電，產業無可用電力，再度造成關廠潮。
2. 未來產業發展策略：
(1) 深陷國家經濟危機，企業紛紛關廠及外逃：委內瑞拉目前深陷政治及
經濟危機，經濟連年呈現 2 位數之負成長，依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之
2017-2018 全球競爭力排名，在全球 137 個國家中名列第 127 名，無
論政府治理、公共建設、經濟環境及社會安全均敬陪末座，尤其因市
場機制喪失，產業發生嚴重外逃及關廠風潮。
(2) 深陷外債及民生危機，無力推出產業發展政策：面臨嚴重政經危機
結合超級通膨問題，委國左派設會主義政府除繼續外匯及價格管制
外，已經無法推出具體產業發展策略，國家經濟岌岌可危，目前馬度
洛總統已經呼籲各國際機構及債權國開始對委國無力償還之千億外
債家以重整，短期間無力推出具體產業政策。
參加國際組織

聯合國(UN)、 美洲國家組織(OAS)、世界貿易組織(WTO)、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海共同體(CELAC)、南美洲聯盟(UNASUR)、石油輸出
國家組織(OPEC)

洽簽自由貿易協 已生效：
定概況
1. 安地諾集團1(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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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加勒比海共同市場關稅優惠協定(CARICOM)
4. 哥倫比亞、厄瓜多及委內瑞拉三國貿易優惠協定，委國與秘魯、
蓋亞那、千里達、智利、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瓜地馬拉雙邊貿易優惠關稅協定
已簽署、退出或無限期停權者：
1. G3 三國集團(原成員有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惟委內瑞
拉於 2011 年退出，2009 年 8 月哥、墨簽署修正協議)
2. 2012 年加入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並分享南方共同市場與
以色列自由貿易協定(2013 年 10 月 2 日簽署)；惟因委國不尊重人
權，其參與 MERCOSUR 運作權利於 2016 年 12 月中止，另其政治
參與亦於 2017 年 8 月遭無限期中止。
三、

台灣與委內瑞拉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對委出口值

US$1,915 萬(2016)

我國自委進口值

US$475 萬(2016)

我 國 主 要 出 口 項 苯乙烯聚合物、汽車零配件、空氣泵、塑膠製自黏性薄膜或板片條、
目
不鏽鋼扁軋製品；磁片、磁帶或智慧卡等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新
橡膠氣胎、腳踏車或機車車燈、雨刷、離心分離機
我 國 主 要 進 口 項 未經塑性加工鋁、石油焦及瀝青等、殺蟲劑及除草劑、鐵屬廢料、鋁
目
廢料、人類及動物血液或血清、牛皮、瀝青及瀝青焦、乙醇、塑膠廢
料
我國對委內瑞拉
項目
內容或情形
備註
投資現況
投資家數
約 50 家左右
鑒於許多道親家庭隱居
各處，並未與台商組織
(依據駐哥倫比亞
聯繫，爰實際數字應該
代表處經濟組訪
更高
問委內瑞拉台商
約 3,500 萬美元左右
委國經濟繁榮時，我商
會 祁 會 長 郁 文 估 資本額
投資數字較目前為多，
計)
委國動盪後，許多台商
或撤資轉往他國，或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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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業別

業改持觀望狀態，盼局
勢穩定後再視情況加碼
投資，爰投資金額有減
少趨勢
蘭花栽植(2 家，占委國蘭花市 1. 紡織業已經轉移至
場 80%)、食品加工、化妝品製
哥倫比亞紡織產業
造、機械經銷、汽車零配件經
聚落重鎮梅德茵
銷、塑膠加工、農產品產銷、麵
(Medellin)
包西點、冰沙茶飲、鑽石及黃金 2. 蘭花栽植業者正計
買賣、房地產、汽車維修廠、醫
畫轉移至哥倫比
療服務(針灸及整脊)、素食餐
亞，以分散風險
廳、中文口譯
3. 我商多從事服務
業，投資金額少，獲
利金額大，其中以汽
車零配件經銷及塑
膠加工兩項產業獲
利最多。

分布地區

首都 Caracas 周圍、與哥倫比亞 1. Carabobo 係石油工
交界之 Tachira 州、Carabobo
業重鎮所在
州之 Valencia 區，Lara 州，及 2. 僑胞大多聚集委國
Aragua 州
富裕地區
3. 在委國與哥倫比 亞
邊境之台商已逐 漸
將經營重鎮轉至 哥
倫 比 亞 境 內 之
Cucuta 市
台商會會長聯 旅委內瑞拉台灣商會會長兼僑 1. 我旅委內瑞拉台商
絡資料
務顧問祁郁文先生：
會祁會長郁文表
電話：582122511015
示，近年委國動盪，
手機 1：584122120455
手機 2：584120301001
Email：waynechi@hotmail.com

台商會人數難以掌
握，爰無台商會會員
名單。
2. 另洽兼轄委國政務
及領務之駐哥倫比
亞代表處亦無旅委
台商名單
3. 未來本組將建請 祁
會長 協助建立台商
會會員名單，另伺機
轄訪，加強掌握旅委

台商動態。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任何官方正式經貿協定
*我國駐委內瑞拉代表處於 2009 年撤除，爾後即未推動任何雙邊官方
或民間經貿合作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