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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Latvia)經貿檔 

2022.06.17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191 萬人 

面積 6 萬 4,589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29.17億歐元(2021);  293.34億歐元(2020);  304.76億歐元(2019)  

平均國民所得 17,481 歐元(2021);  15,431 歐元(2020);  15,930 歐元(2019);  

經濟成長率 4.8%(2021);  -3.6%(2020);  2.22%(2019) 

工業成長率 6.6% (2021); -1.4% (2020); 1.0% (2019) 

失業率 7.1%(2022Q1);  7.9%(2021);  8.1%(2020);  6.7%(2019) 

消費者物價指數 3.3% (2021); 0.2% (2020); 2.8% (2019) 

幣制 歐元，1 歐元 = 1.1827 美元（2021） 

進口值 57.77 億歐元(2022Q1, +39.9%); 194.29 億歐元(2021 年) 

出口值 48.91 億歐元(2022Q1, +30.33%); 164.91 億歐元(2021 年)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2710)、石油氣(2711)、電話機、影音接收/傳輸/轉換/再生之

機器(8517)、醫藥製劑(3004)、航空器(8802)、小客車(8703)、電力

(2716)、木材(4407)、自動資料處理機(8471)、葡萄酒(2204) (2021

年) 

主要出口項目 木材(4407)、電話機、影音接收/傳輸/轉換/再生之機器(8517)、薪

材(4401)、醫藥製劑(3004)、小麥(1001)、乙醇(2208)、石油氣

(2711)、葡萄酒(2204)、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成之粒片板

(4410)、合板(4412) (2021 年) 

主要進口來源 立陶宛(16.66%)、德國(10.41%)、俄羅斯(9.63%)、波蘭(9.12%)、

愛沙尼亞 (8.70%)、中國大陸 (4.18%)、荷蘭 (4.07%)、義大利

(3.69%)、芬蘭(3.53%)、加拿大(2.92%) (2021 年) 

主要出口市場 立陶宛 (16.74%)、愛沙尼亞 (11.26%)、俄羅斯 (10.90%)、英國

(7.33%)、德國(6.89%)、瑞典(5.18%)、丹麥(4.06%)、波蘭(3.97%)、

荷蘭(3.06%)、芬蘭(2.39%) (2021 年)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Latvia Statistics 

 

二、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拉脫維亞 2021 年 GDP 較 2020 年增長 4.8%。製造業是整體

經濟的最大貢獻者之一，包括木材和木製品、化學品和化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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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橡膠和塑料製品、金屬製品、非金屬礦產品和計算機、電

子和光學設備的製造。資訊和通信、運輸和倉儲、金融和保險

服務以及專業、科學和技術活動也促進經濟發展。2021 年下降

的主要活動是建築、農業和餐飲服務。 

2.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拉脫維亞 2022 年和 2023 年 GDP 

增長預測已分別下調至 1.8% 和 3.2%。如果戰爭繼續或升級

以及製制擴大，2022 年戰爭造成的經濟活動下降可能會更加明

顯。 

3. 與侵略國停止貿易的影響可以相對準確地估計。惟可能出現的

大宗商品短缺和信心惡化的影響則較不確定，一旦出現不利發

展，就會減少生產、消費和投資。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經濟活動

出現更明顯的下滑，並推遲加速增長。戰爭的進一步升級也將

維持更高的資源價格和通貨膨脹。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由

於全球能源和食品價格進一步上漲，拉脫維亞對 2022 年和 

2023 年的通膨預測分別上修至 9.5% 和 3.7%。 

重要經貿政策 

 

目標：推動經濟改革以追上歐盟水準 

（1） 增進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運作效率 

（2） 民營化 

（3） 勞工市場改革 

（4） 改善外貿赤字 

（5） 減少社會與經濟上的差異，確保永續發展 

重要經貿措施 

 

（1） 改善交通電訊能源等基礎建設 

（2） 制定公平的市場機制，杜絕貪污 

（3） 改善教育制度以培養人才 

（4） 立法革新以吸引外資與外國人才 

（5） 推動產官學界的合作 

（6） 推動加入 OECD 組織 

主要產業概況 
1. 林業： 

拉脫維亞地廣人稀，森林國土覆蓋率超過 50％，在林業資源發

達下，原木及木材加工產業遂發展成為拉國重要的製造業，

26%製造業並與林業有關，僱用 1/5 製造業人口，木製品亦為

重要出口產品之一，占總出口 17％。 

2. 化學、製藥和生物技術行業 

由於悠久的傳統，拉脫維亞在精細化學品和藥品方面擁有強大

的製造基地，生產範圍廣泛的產品，從石化產品和人造纖維到

油漆和日用化學品。 

拉脫維亞是前蘇聯這些產業部門的主要所在地，25％新蘇維埃

(new Soviet-era)時代之藥品技術在此地設計。在前蘇聯製造並

準備用於蘇聯市場的四分之一醫療製劑實際上是在拉脫維亞

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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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拉脫維亞廣泛的研發結構以及產學界合作，使其在微生

物合成、木材化學、病毒學、生理活性物質的合成、生物有機

化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生物技術、生物力學和磁生物學

等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生物技術設備的設計和製造也很完

善。此外，拉脫維亞的臨床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之研究亦逐漸獲得國際認可。 

3. 食品及飲料業：為拉國最大的工業之一，產值約占全國製造業

產值約 22%，全國有超過 1,100 家食品加工業者，約 20%製造

業就業人口在食品產業工作。 

4. 金屬加工及傳統機械 

金屬加工及機械傳統上即為拉國重要產業，過去大型的國營金

屬工廠，目前多已轉為民營，甚富競爭力，80%產品外銷，七

成外銷歐盟市場，尤以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及德國等鄰近

國家為主，俄羅斯亦為其重要市場。 

5. IT 及商業服務 

拉脫維亞的 IT 部門為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競爭優勢，包括：

提供高技能的 IT 專業人員、語言技能以及西式工作文化，同

時結合鄰近俄羅斯市場和對俄羅斯市場知識。高度發達的通訊

和物流基礎設施以及很高的勞動生產率。 

拉脫維亞的全球商業服務也迅速發展。由於語言知識，文化兼

容性，地理位置和成本效益等因素，吸引越來越多斯堪的那維

亞國家的公司選擇拉脫維亞作為其商業務服務中心。此外，許

多國際知名的化學品生產商都選擇拉國首都里加(Riga)作為共

享服務中心（SSC）的所在地。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概況 

已簽訂：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 

 

三、臺拉脫維亞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535 萬美元(2022 年 1-4 月, -10.80%);  

8,788 萬美元(2021 年, +9.94%);  

7,994 萬美元(2020 年, -19.86%);  

9,975 萬美元(2019 年, -12.17%) 

我國進口值 
485 萬美元(2022 年 1-4 月, 62.66%) 

1,187 萬美元(2021 年, -17.34%);  

1,437 萬美元(2020 年, 20.31%);  

1,194 萬美元(2019 年, -6.01%) 

雙邊貿易總值 3,020 萬美元(2022 年 1-4 月, -3.83%);  

9,975 萬美元(2021 年, +5.79%);  

9,430 萬美元(2020 年, -15.56%);  

1 億 1,169 萬美元(2019 年,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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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積體電路、電話機等通訊器具、記憶體、印刷電路、縫紉機、其

他印刷機, 複印機, 傳真機; 零附件、整形用具、鋼鐵製螺釘, 螺

帽、簿籍裝釘機、新橡膠氣胎 (2021 年)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裝貨用之木箱及類似木製包裝容器、厚度 6 公厘以上之木材、冰

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泥煤、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其他

家具及其零件、礦物或化學肥料、電話機等通訊器具、澱粉; 菊

糖、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2021 年) 

我國對拉國投資 無 

拉國對我國投資 8 件; 75.4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 至 2021 年 4 月） 

重要官方會議 2013年 9月卓次長率領赴拉脫維亞經貿訪問團於抵達首都里加進

行拜會活動，與拉國經濟部次長 Ms. Zaiga Liepinna 進行經貿洽談 

重要民間會議 臺拉(脫維亞)經濟合作會議 

1. 2008年 10月舉辦第 1屆。  

2. 2010 年 11 月 3 日第 2 屆會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由拉脫

維亞商工總會會長 Mrs.Zaneta Jaunzeme-Grende 與我方台灣區機

器公會黃名譽理事長博治共同主持，會中邀請拉國機械工程暨金

屬工業工會會長Mr. Vilnus Rantings及我駐拉脫維亞王處長建業

致詞；我方及拉方與會業者計 30餘位。 

3. 2012年 5月 8日第 3屆會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由拉脫維

亞商工總會會長Mr. Janis Endzins及Rietumu銀行資深副總裁Mr. 

Ilja Suharenko與我方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共同主持，會中邀請

拉國機械工程暨金屬工業工會副主席Mr. Ivars Erins及我駐拉脫

維亞王處長建業致詞，邀請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益民發表專

題演講；我方及拉方與會業者計 40餘位。 

4. 2013 年 9 月 12 日第 4 屆會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由拉脫

維亞商工總會會長Mr. Gundaras Strautmanis與我方台灣區機器公

會黃名譽理事長博治共同主持，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與拉脫維

亞商會主席 Janis Endzin 續簽署聯合協議書；經濟部國際合作處

童處長益民於會議中以「台灣：你的東亞合作夥扮」為題發表專

題演講，我方及拉方與會業者計 40餘位。 

雙邊經貿協定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歐盟) 

歷年互訪記錄 1. 2013 年 9 月卓次長率領經貿訪問團赴拉脫維亞首都里加進行

拜會活動，與拉國經濟部次長 Ms. Zaiga Liepinna、外交部經濟

暨雙邊關係司總司長 Mr. Rets Plesans、國會友台小組主席 Mr. 



 5 

Ainas Latokovskis 及國會議員等人分別進行會談，以及出席「第

4 屆臺拉經濟合作會議」並致詞。 

2. 2017 年外貿協會籌組「里加國際資通科技展覽暨會議」（RIGA 

COMM 2017）參展團，包括臺灣、拉脫維亞、立陶宛、比利

時、英國、德國、愛爾蘭、瑞典及芬蘭等超過 10 國、100 家廠

商參與盛會。我參展廠商研華公司、宏正自動科技、寬原科技，

均為專業領域極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3. 2019 年 3 月 26-29 日拉國第 4 大城 Jelgava 市長 Andris Ravins

率團訪臺並參加 2019 智慧城市展。 

資料來源: 駐波蘭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