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 (Sri Lanka)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17.03.15 製
人口

2,223 萬 5,000 人

面積

65,61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US$795.2 億 (2016)

平均國民所得

US$11,200 (2016)

經濟成長率

5% (2016)

失業率
進口值

4.5% (2016)
US$189.3 億 (2015)、US$186.4 億(2016)

出口值

US$105 億 (2015) 、US$ 101.2 億 (2016)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紡織品、機械及運輸設備、建材、糧食

主要出口項目

紡織品及服裝、茶葉及香料、橡膠製品、寶石、可可製品、漁產

主要進口來源

印度、中國大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加坡、日本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英國、印度、德國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貿現況及展望

現況：
1. 斯國長達 26 年之內戰於 2009 年 5 月宣告結束，戰後商機湧
現，對建材、食品、家電、資通訊、機械設備、五金、汽機車
零組件等產品需求甚殷，且該國政府正致力於重建大型公共建
設，包括資通訊、電力、交通運輸、建築、機械等，並表示歡
迎各國企業積極投資進駐。
2. 斯國在南亞國家中率先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1977 年，放棄
計畫經濟及進口替代政策，改採市場經濟及出口導向政策並歡
迎外來投資，推進私有化，逐步形成市場經濟格局。
3.
4.

5.

海外勞工比重甚高，大概有 150 萬斯國公民在海外打工，90
％集中在中東地區，每年的打工外匯收入約有 25 億美元。
實行自由外貿政策，除政府控制石油外，其他商品均可自由進
口。近年來，出口貿易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由過去的農產品為
主轉變為以工業產品為主。
斯里蘭卡與印度經貿關係緊密，斯里蘭卡總統 Mr Maithripala
Sirisena 於甫上任時便於 2015 年 2 月 15-18 日訪問印度推動經
貿、能源合作並簽署雙邊民用核能合作協議。另印度、斯里蘭
卡 FTA 自 2001 年 12 月 15 日生效後，印度已逐漸取代中國大

陸及新加坡，成為斯國主要之進口來源。
展望：斯國執政黨（Sri Lanka Freedom Party）採行更具計畫經濟特

性的政策，努力透過將投資引入落後地區、發展中小企業、發展農
業、改善官僚體制等方式來減少貧窮。
重要經貿措施

1. 長期以來，斯國出口品主要以茶葉、紡織品為大宗，在全球化
市場合併之潮流下將無法因應競爭，勢必將其多樣化，如發展
旅遊增進競爭力。
2. 斯國政府欲利用該國特殊地理位置（位於印度次大陸入口）以
及印度--斯里蘭卡自由貿易協定，建立其為航運重要樞紐。貨
船將以斯里蘭卡為卸載港，而非直接運往印度。故斯國積極與
他國簽訂 FTA，步步打造「通向南亞之門戶」的地位。
3. 近年來斯國政府採取眾多自由化措施，如消除價格控制和配額
限制、降低關稅門檻、減少外匯控制、國營事業民營化。並且
以稅賦優惠和其他誘因吸引外資投入。

主要產業概況及未
來發展策略

產業結構
農業：占 GDP 比重約 10.1%；最重要的三種作物為茶葉、橡膠及
椰子。
1. 茶葉：斯里蘭卡是全球最大的茶業出口國之一。近年來茶葉
對斯國出口有重要貢獻，價格也維持穩定。但未來因種植人
口勞力流失和競爭增加，將面臨嚴峻挑戰。
2.

3.

橡膠：斯里蘭卡種植橡膠肥料使用量約僅有其他橡膠生產國
一半的水準，這是導致橡膠產量下滑的主因之一。越來越多
的橡膠園廢耕，改作其他商業發展用途。幸好斯里蘭卡已逐
漸發展橡膠製品製造業，使得橡膠留在國內加工的數量逐漸
增加。
椰子：斯里蘭卡是全球脫水椰子第二大供應國，僅次於菲律
賓，同時也是活性碳及椰子殼纖維產品主要的供應國。不
過，國民椰子消耗量驚人，使椰子出口的成長幅度有限。值
得注意的是，由於進口食用油價格便宜，已對椰子油加工業
造成影響。

稻米：稻米是斯里蘭卡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但生產成本偏
高，農民缺乏融資，無法購置現代化的農具及高品質的種
籽。平均耕作面積過小，無法形成經濟規模。農作物的儲存、
運輸設備均相當原始，收穫後流失的比例竟然高達四成。
工業：工業佔 GDP 比重約 33.2%，主要產業為製造業（佔 GDP 比
重約
18%）
、營造業（佔 GDP 比重約 11.4%）
、採礦及採
石業（佔 GDP 比重約 2.2%）及公用事業(水電瓦斯等，佔
GDP 比重約 1.6%)。
服務業：服務業佔 GDP 的 56.7%，主要產業為批發零售業（佔 GDP
4.

比重約 18.2%）、交通電信（佔 GDP 比重約 13.2%）、金

融服務（佔 GDP 比重約 11.6%）
、政府部門服務（佔 GDP
比重約 7.5%）。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概況

已簽訂：印度-斯里蘭卡自由貿易協定（ISFTA）
、巴基斯坦-斯里蘭
卡自由貿易協定(PSFTA) 、南亞自由貿易協定（SAFTA）
、
1
亞太貿易協定 （APTA）、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
（BIMESTEC）2、印度-斯里蘭卡自由貿易協定、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STP）

三、台、斯雙邊經貿關係
斯里蘭卡係我第 55 大貿易夥伴，第 40 大出口國，第 75 大進口來源(2016)
我國出口值

US$2 億 3,508 萬(2010)；US$3 億 686 萬(2011)；US$3 億 6,460 萬
(2012) ；US$4 億 3,235 萬(2013)；US$4 億 2,292 萬 (2014)
US$4 億 1599 萬(2015)；2 億 732 萬美元(2016)；US$6,439 萬(2017
年 1-2 月)

我國進口值

US$4,072 萬(2010)；US$3,763 萬(2011)；US$2,848 萬(2012) ；
US$4,435 萬(2013)；US$4,495 萬 (2014)；US$5,649 萬(2015)；5,737
萬美元(2016)；US$924 萬(2017 年 1-2 月)

我國主要出口項
目(2016)

針織或鉤針織品、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氯乙烯、合成纖維絲紗、
鐵或非合金鋼之半製品

我國主要進口項
目(2016)

茶葉、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Ｔ恤與汗衫、生鮮或冷藏魚、
內衣

我對斯里蘭卡投
資

依經濟部投審會資料顯示，目前我商在斯國投資共計 5 件，至 2017
年 1 月累計核准金額為 699.2 萬美元，投資之主要營業項目：紡織
業、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食品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等。

斯里蘭卡對我投

依經濟部投審會資料顯示，目前斯里蘭卡僑外商來台投資共計 9

資

件，至 2017 年 1 月累計核准金額為 73.5 萬美元，投資之主要行業
為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機械設備製造業等。

重要經貿活動

1. 2000 年 11 月，貿易局吳前局長文雅率「前往印度等南亞國家訪
問及拓銷團」一行 38 人，前往斯里蘭卡可倫坡、印度孟買、邦
加洛及新德里拓銷訪問。
2. 2002 年 10 月，「經濟部南亞貿易訪問團」由經濟部尹前次長啟
銘率領 22 家廠商及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專員前往斯里蘭卡可倫坡

1

2

亞太貿易協定（The 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APTA）
，原曼谷協定（Bangkok Agreement）
，成員包
括中國大陸、孟加拉、印度、寮國、韓國及斯里蘭卡。
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 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ESTEC）
，又稱環孟加拉灣多領域技術暨經濟合作倡議，包括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
國、不丹、尼泊爾等七國。

3.
4.
5.
6.

及印度孟買、邦加洛、新德里等地拓銷。
2008 年 12 月，外貿協會「利基產業南亞拓銷團」15 家廠商赴可
倫坡拓銷，成果豐碩。
2009 年 8 月，外貿協會「南亞投資暨貿易訪問團」66 家廠商赴
可倫坡拓銷及考察投資環境。
2010 年 9 月，外貿協會籌組「南亞投資暨貿易訪問團」赴可倫
坡拓銷及考察投資環。
2011 年 11 月外貿協會籌組「印度、孟加拉及斯里蘭卡拓銷團」
赴達卡、可倫坡進行拓銷。

7. 2012 年 5 月外貿協會籌組「 孟加拉灣經濟圈拓銷團」(鯨貿計
畫)赴達卡進行拓銷。
8. 2013 年 4 月外貿協會籌組「2013 年南亞拓銷布局團」在斯里蘭
卡首都可倫坡辦理之貿易洽談會。
9. 2013 年 11 月紡拓會籌組「2013 年台灣紡織品南亞拓銷團」在印
度新德里、班加羅爾，以及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等三個城市展出。
10. 2014 年 11 月紡拓會籌組「2014 年台灣紡織品南亞巡迴展示會」
在印度新德里、班加羅爾，以及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等三個城市
辦理展出。
11. 2015 年 11-12 月紡拓會籌組「2015 年台灣紡織品南亞巡迴展示
會」在孟加拉達卡、斯里蘭卡可倫坡及印度班加羅爾等三個城市
展出。
12. 2016 年 10 月 3 日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斯里蘭卡錫蘭商會共同舉
行「斯里蘭卡－臺灣商務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