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土耳其國家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110.05.12 

人口 8,361 萬人(2020) 

面積 78 萬 43 平方公里 

經濟規模 全球第 18 大經濟體(2019, IMF) 

國內生產毛額 US$7,171 億(2020) 

人均 GDP US$8,599 元(2020) 

經濟成長率 2.6% (2018)，0.9%(2019)，1.8%(2020) 

失業率 11%(2018)，13.7%(2019)，13.2%(2020)，13.4%(2021.02) 

利率 19% (2021/03/19，土耳其央行 one week repo rate) 

匯率 US$1 =8.08TL (2021/04/19) 

進口值 US$2,230 億(2018)，US$2,027 億(2019)，US$2,194 億(2020) 

出口值 US$1,680 億(2018)，US$1,715 億(2019)，US$1,695 億(2020) 

月薪/工資水平 2021 法定最低工資(net)：2,826 里拉(約 350 美元) 

主要進口項目 黃金、小客車及其他供載客之車輛、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

鐵屬廢料及碎屑、車輛零件及附件、通訊器具、航空器、煤、丙烯

或其他烯烴之聚合物、電腦及其附屬單元、醫藥製劑、小麥或雜麥、

未經塑性加工鋁等 

主要出口項目 小客車及其他供載客之車輛、車輛零件及附件、載貨用機動車輛、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首飾及配件、

黃金、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衣服、地毯、電線、電纜、冷藏或冷

凍設備、家具及其零件等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德國、俄羅斯、美國、義大利、伊拉克、瑞士、法國、

韓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英國、美國、伊拉克、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荷蘭、以色

列、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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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

展望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於 2020 年第 1 季爆發，造成土國第 2 季經濟成長

大幅衰退，疫情前政府原預估 2020 年成長目標為 5%，之後修正為

介於-2%至 1%之間；所幸第 3 季受惠於製造業、支出及貿易的強勁

反彈，經濟成長顯著提升，第 4 季亦延續復甦動能，最終全年經濟成

長達 1.8%。 

國際貨幣基金(IMF)於本(2021)年 1 月底預估土國本年經濟成長率為

6%，高於 2020 年 10 月預估之 5%。另土國總統艾爾多安於 3 月宣布

新經濟改革方案，目標創造國內及國民經濟，以更少的進口投入及更

高的附加價值生產達成更多出口；新經濟改革之骨幹為總體經濟及結

構性政策，總體經濟的穩定聚焦於公共財政、通貨膨脹、金融部門、

經常帳赤字及就業，另結構性政策包括鼓勵投資、促進國內貿易、競

爭政策、市場監督及監控。倘經濟改革確實執行，土國經濟之穩定及

持續成長應屬可期。 

重要經貿政

策及措施 

 

1. 核能發電: 

(1) 土國第 1座核電廠(Akkuyu NPP)由俄羅斯國營企業 Rosatom電力公

司承建，座於南部濱愛琴海 Mersin 省，總工程款 200 億美元，共 4

個發電機組，規劃發電量 4,800MW 原訂 2019 年啟用，但因環評及

安全標準報告遲未通過致有延宕。電廠已於 2018 年 4 月 3 日動土

開工，預訂於 2023 年竣工啟用，可供應全國 10%電力所需。 

(2) 另第 2 座核電廠由日本三菱重工、伊藤忠商事會社及法國燃氣蘇伊

士集團(GDF Suez)共同興建，座於北部黑海沿岸 Sinop 省，土耳其

政府斥資 220 億美元。電廠預訂於 2023 年啟動第 1 機組運轉，2028

年全部竣工，產能 4,500 MW。因 2011 年日本福島發生之核能事故

以來，興建核電廠之安全相關成本飆升，日商伊藤忠商事會社宣布

退出計畫；土國能源部長 Fatih Donmez 於 2020 年 1 月 19 日表示土

日雙方已同意停止合作，土國另於 2020 年 9 月通過 Sinop 核電廠

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3) 2014 年土國國營發電公司 EUAS、中國大陸國家核電技術公司

(SNPTC)及美國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宣布

一項多方協議，展開獨家談判以開發及建設土國第三座核電站，迄

今尚無具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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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國總統 Recep Tayyip Erdogan 於擔任總理期間宣布成立投資輔

導及促進處，對外商及外人投資者提供簡化投資程序、協助克服

繁雜規定並提供一站服務到底之外人投資輔導功能；改為總統制

後，該單位更名為土耳其總統府投資辦公室。 

3. 為加入歐盟，土國長期以來執行與歐盟經貿市場調和政策，歐盟

亦成為土國最大外資來源、最大外銷市場。土歐於 1995 年建立關

稅同盟，涵蓋工業產品及加工農產品，惟不包含農產品(加工農產

品除外)、服務及政府採購。2016 年歐盟提案升級關稅同盟，將涵

蓋範圍擴大至服務、政府採購及永續發展等，惟 2018 年歐盟對土

國有關法律規則及自由表達意見等基本權力的倒退現象表達關

切，認為土國離歐盟越來越遠，決定停止土國入歐盟談判，也不再

處理關稅同盟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工作。本年 3 月底歐盟領導

人峰會強調歐盟與土國經濟關係發展之重要性，並表示可展開關

稅同盟現代化相關工作。 

4. 貿易政策：土國貿易部針對 2020-2021 年選定美國、巴西、中國大

陸、衣索比亞、摩洛哥、南非、南韓、印度、伊拉克、英國、日本、

肯亞、馬來西亞、墨西哥、烏茲別克、俄羅斯及智利等 17 個目標

市場重點辦理出口拓銷活動，並在行銷、市場調查等拓銷補助計

畫中給予較多補助。另為解決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造成旅遊受限

問題，貿易部委請土耳其出口商協會(TIM)辦理虛擬貿訪團計畫，

以持續協助土國出口商與潛在進口商媒合。 

5. 土耳其為慶祝 2023 年邁入建國百年，近年來積極展開各項提升國

家發展的建設數項巨型建設計畫(mega projects)預期將加速進行，

如： 

(1) 伊斯坦堡新機場(Istanbul new airport)：於 2019 年 4 月 7 日正式啟

用，取代阿塔圖克機場提供國內及國際客機起降服務；伊斯坦堡新

機場起降航班可連結全球 350 個機場，每年預估可容納 9 千萬名

旅客，並於 2023 年第二階段正式完工後，擴增至 2 億名旅客規模；

在貨運方面，每年可運載 250 萬噸，未來將擴增至 550 萬噸之水

準。 

(2) 伊斯坦堡運河(Canal Istanbul)：連結伊斯坦堡北邊的黑海及南邊的

馬爾馬拉(Marmara)海，總長 45 公里、寬 275 公尺，投資金額預估

為 750 億里拉，將紓解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運輸量；土國環境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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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部於本年 3 月底表示，已通過伊斯坦堡運河發展計畫並展開

公眾諮詢。 

(3) 伊斯坦堡隧道(Grand Istanbul Tunnel)：連結伊斯坦堡歐洲岸及亞洲

岸，係全球首見之三層隧道，包括位於中層的鐵路(railway)及上下

兩層的公路(highway)。該隧道將與其他 9 個鐵道系統結合，預期

650 萬名旅客可受惠，艾爾多安總統本年 2 月底表示招標準備工作

持續進行中。 

(4) 北馬爾馬拉高速公路(Northern Marmara Highway)：公路與伊斯坦

堡新機場連結的部分於機場營運後先啟用，總長(包括連接道路)達

400 公里，已完成 6 段並投入 80 億美元，另基礎建設部 Adil 

Karaismailoglu 部長本年 4 月中表示第 7 路段(Habipler-Hasdal)工

程已進入最終階段。 

主要產業概

況及未來發

展策略 

1. 產業概況： 

(1) 土國製造業主要為紡織成衣、石化、食品加工、鋼鐵及汽車工業。

土國工業技術於十多年來政府獎勵產業發展的努力下，紡織成衣、

汽車及電子工業皆有顯著的進步，外商挾著技術及資金，在土國

工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長期為國際品牌代工的結果，土國多

項產業達到技術轉移的效果，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占有一席之地。 

(2)  以 2020 年 Fortune Global 500 所列，土國規模最大的 KOC 集團

下屬白色家電大廠 Arcelik 在我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設有分公司，

專司消費性電子電器產品採購(consumer durables sourcing)，購買

品項包括電視機、白色家電半製成品和製成品。另在我工研院創

意中心(innovation center)設有研發團隊，委請創意中心將 Arcelik

的理念商業化。另 Arcelik 亦自全球各地購買如洗衣機、冷氣機、

電冰箱、洗碗機、微波爐、CD players 等，在土組裝/銷售，是土

國組裝型態製造業的代表。 

(3) 能源發展是土國百年計畫重要的一環，預計在 2023 年興建具 4.4

萬兆瓦發電量的風力發電廠，太陽能總裝機容量增加至 5,100 兆

瓦，以及興建具 1,000 兆瓦發電量的地熱能發電廠。土耳其的電

力來源多數仰賴進口的天然氣，為了降低成本，根據土耳其能源

部的規劃，預計在 2023 年建國百年時能達到當地及再生能源

(local and renewable resources)占總發電量的 2/3，增加再生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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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包含水力發電、風力、太陽能、地熱能及生質能源等，

皆是未來可開發的商機。另土國總統艾爾多安於 2020 年 8 月宣

布在黑海發現 3,200 億立方公尺天然氣儲量，並目標於 2023 年開

始對巿場供應。。 

(4) 根據土耳其工具機產業暨商人協會(TIAD)統計，2019 年土國工具

機相關產業總產值達 7.48 億美元，較 2010 年 5.55 億美元增加

34.7%。另土國尚無法完全自製本國所需各種工具機，須向外國進

口，爰國內工具機消費市場包括進口與國產工具機之國內銷售，

2019 年土國進口約 8.2 億美元工具機，國產品國內銷售為 1.82 億

美元，合計為 10.02 億美元，較 2010 年 9.28 億美元增加 7.9%。 

2. 發展策略： 

(1)土耳其國會於 2019 年 7 月 18 日表決通過第 11 期五年發展計畫，

作為土耳其 2019 年至 2023 年國家發展路徑，並選定「化學」、「藥品

及醫材」、「電子」、「機械及電氣設備」、「汽車」及「軌道系統車輛」

等作為優先發展產業，期透過提升國內產業的研發及製造能力，達到

生產高附加價值及具競爭力之產品，從而減少土國對於進口之依賴，

並增進土國在全球生產及出口的份額。 

(2)獎勵民間企業及外人投資以創造就業，拓展出口，進行技術轉移及

扶植產業成長。 

(3)貫徹國營企業民營化，計劃陸續將化工廠、電訊公司及糖廠等民營

化。 

(4)對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例如航空、國防、機械、電子及生物科技等產

業，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及引導創新，以提升產業生產力。 

(5)土耳其產業科技部推出「科技導向產業行動計畫」(Technology-

oriented Industry Action Program)，將透過加強研發產品之商業化，降

低對中間產品之進口，增加中高科技及高科技產品出口比重從目前

39%提升至 50%。計畫目標為縮減經常帳赤字 300 億美元，加強生產

及出口高附加價值產品；適用產業包括機械、電腦、電子、光學、電

機設備、藥品、化學品及交通運輸等，並以機械產業作為領航部門。 

洽簽自由貿

易協定概況 

已生效：歐盟(關稅同盟)、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以色列、北馬

其頓、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巴勒斯坦、突尼西亞、摩洛

哥、埃及、阿爾巴尼亞、喬治亞、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



 - 6 - 

智利、模里西斯、韓國、馬來西亞、摩爾多瓦、法羅群島、

新加坡、科索沃、委內瑞拉。 

已簽署、尚未生效：英國、黎巴嫩、蘇丹、卡達。 

談判中：日本、泰國、印尼、烏克蘭、秘魯、哥倫比亞、喀麥隆、南

方共同市場(MERCOSUR)、剛果民主共和國、海灣合作理事

會(GCC)、巴基斯坦、厄瓜多、墨西哥、法屬塞席爾群島、

吉布地、查德。 

研議中：越南、印度、中美洲 5 國、美國、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南

非、非加太國家集團(ACP)、利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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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土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一) 雙邊貿易概況 

 

我國主要出口

項目 

積體電路、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不銹鋼扁軋製品、丙烯酸聚合物、

切削金屬用車床、合成橡膠及從油類獲得之硫化油膏、機器零件及附

件、渦輪噴射引擎及渦輪機、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

具等。 

我國主要進口

項目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渦輪噴射引擎及渦輪機、

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成之粒片板、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

品、合成纖維絲紗、天然硼酸鹽及其精礦、大理石及其他石灰質紀念

碑用或建築用石、貴金屬礦石及其精砂、服飾等。 

 

(二) 雙邊投資概況 

我對土耳其投

資 

US$8,576 萬，共 14 件（依投審會統計 1952-2020） 

主要的投資產業為：製造業(金屬製品；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汽車及其零件等)、資訊及通訊傳播業、批發及零售業。 

依土耳其中央銀行統計，2002 年至 2020 年我國計投資土耳其 3.23

年(月)別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2011 1,830.72 12.744 1,619.61 12.394 211.11 15.511 1,408.50 11.941 

2012 1,793.12 -2.054 1,604.99 -0.903 188.14 -10.883 1,416.85 0.593 

2013 1,775.11 -1.005 1,606.01 0.064 169.1 -10.119 1,436.91 1.416 

2014 1,872.91 5.51 1,699.55 5.824 173.37 2.523 1,526.18 6.213 

2015 1,691.33 -9.695 1,512.24 -11.021 179.09 3.299 1,333.15 -12.648 

2016 1,402.74 -17.063 1,210.50 -19.953 192.24 7.345 1,018.26 -23.620 

2017 1,827.71 30.296 1,560.26 28.89 267.44 39.120 1,292.82 11.029 

2018 1,700.92 -6.423 1,330.68 -14.164 370.24 38.454 960.44 -25.132 

2019 1,358.24 -20.147 1,021.73 -23.218 336.51 -9.110 685.22 -28.656 

2020 1,431.86 5.421 1,072.17 4.942 359.70 6.877 712.47 3.991 

2021 

(01~04) 
553.32 9.259 426.30 8.627 127.02 11.433 299.28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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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近期重要臺商投資案如下： 

(1) 研華科技：為提供在地服務及深耕中東市場，研華於 2018 年 4

月 13 日與 Alitek(研華中東地區最大通路商)簽署合作意向書；Alitek

改名為研華土耳其分公司(Advantech Turkey)，研華規劃入股 60%，

並逐步增加持股。 

(2) 台泥：台泥與土耳其最大水泥集團 OYAK 預計於 2019 年成立合

資公司，台泥持股四成、投資金額不超過 11 億美元(經荷蘭投資)，

布局土耳其及歐洲、非洲市場(註：土耳其央行統計 2018 年 12 月我

國來土投資金額 2.46 億美元為台泥投資資金)。 

(3) 允強實業：該公司屬不銹鋼加工產業，因關稅壁壘，爰規劃赴土

設不銹鋼管及裁剪廠廠，2019 年 2 月完成設立 100%持股子公司 YC 

INOX TR Celik Sanayi ve Ticaret A.S.(允強土耳其鋼鐵工貿公司)，投

資約新台幣 20.23 億元，並於 7 月在鄰近伊斯坦堡之 Kocaeli 省購入

設廠土地，預計 2022 年初完成工程。 

(4) 國際中橡：該公司董事會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通過決議將於荷

蘭設立全資子公司，並由該子公司與土耳其 OYAK 集團於荷蘭成立

合資公司，雙方持股各半(分別出資 1,900 萬美元)，再由該合資公司

投資土耳其設立子公司負責從事土耳其境內之碳黑事業。 

(5) 東元電機：東元電機土耳其分公司於 2013 年 6 月成立，投資金

額為 620 萬土幣里拉(約 108 萬美元)，主要經營東元產品進口銷售及

在地洽尋買主與合作夥伴。公司產品自臺灣或中國大陸進口來土銷

售，技術支援服務由當地合作廠商提供。 

(6) 合勤科技： 2007 年於伊斯坦堡設立分公司，經營無線網路產品

銷售及維修。據我投審會登記，合勤於 2015 年投資土國 597 萬美元，

並於 2017 年增資 600 萬美元。 

土耳其對我投

資 

US$ 594 萬，共 108 件（依投審會統計 1952-2020） 

主要的投資產業為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電力設備等)、批發及零售業、金融及保險業。 

(三) 雙邊重要民間會議  

1. 2007年 12月 12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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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DEIK)於台北舉行「第 1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2. 2009 年 5 月 5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土耳其伊

斯坦堡召開「第 2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暨一對一貿易洽談。 

3. 2011 年 5 月 3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土耳其伊

斯坦堡召開「第 3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4. 2013 年 5 月 21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土耳其

伊斯坦堡召開「第 4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5. 2014 年 5 月 6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台北舉行

「第 5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6. 2016 年 4 月 22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土耳其

伊斯坦堡召開「第 6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7. 2017 年 9 月 12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台北世

貿展館召開「第 7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8. 2018 年 10 月 4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伊斯坦

堡 Tuyap Palas 召開「第 8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9. 2020 年 4 月 27 日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土耳其 DEIK 於線上召

開「第 9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四) 與我國雙邊經貿關係 

1. 2016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土耳其出口商協會(TIM)副會長 Mustafa 

CIKRIKCIOGLU 率農業經貿訪問團赴臺，團員包括土國重要農產品業者

及土耳其航空運輸部門代表，並有土國經濟部出口局專員 Erkan SALUR、

農業部食品管理局處長 Abdullah SIMSEK、專員 Mustafa UZ 等，全團合

計 45 人，為近年土耳其赴臺人數最多之農產經貿訪問團。 

2. 2016年 6月 20日至 23日土耳其標準局清真認證中心主任Mr. Muhammet 

Ozhan GUNDUN 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邀請訪臺，期間拜會我台灣食品發

展協會、台灣清真產品品質保證推廣協會、台灣化妝品工業同業公會，

並出席我貿協舉辦之「土耳其清真認證及市場商機說明會」，說明土耳其

清真認證規定及市場商機。 

3. 2016年 9月 1日至 3日國際貿易局楊局長珍妮偕同外貿協會黃秘書長文

榮訪土出席安卡拉機械行銷聯盟成立大會，另拜會安卡拉商會、土耳其

出口商協會及土耳其商人與企業家總會等重要公協會，就促進臺土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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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合作關係交換意見。 

4.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土耳其商品交易與商人總會」(TOBB)一行

3 人赴臺出席亞太商工總會(CACCI)年會，並與我全國商總完成簽署 MoU。 

5. 2017 年 3 月土耳其機械製造商協會(MIB)秘書長 Mr. Nail TURKER 率團

赴臺出席我「台北國際工具機展覽會」(TIMTOS)。 

6. 2017 年 3 月 9 日我外貿協會、機械公會與土耳其工具機產業暨商人協會

(TIAD)就共同就「2019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與「2018 土耳其

工具機及金屬加工展」(MAKTEK Eurasia 2018)之合作簽署 MoU。 

7. 2017 年 5 月 26-28 日「中華民國台灣土耳其經貿協會」(Taiwan-Turkey 

Business Association，TTBA)由黃理事長茂雄率團來土，除出席假 Antalya

舉辦之歐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23 屆會員大會活動，並赴安卡拉拜會土

國經濟部投資政策局，就雙邊經貿及投資合作交換意見。 

8. 2018 年 3 月 14 日我商研華電子與土耳其最大通路商 Alitek 共同宣布，

將以 25%股權入主 Alitek，並規劃逐年增加投資比例。 

9. 2018 年 6 月 5-9 日「土耳其中東科大科學園區」、「Erciyes 科學園區」及

「獨立工商業者協會」 (MUSIAD)組團赴臺參加臺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10. 2018 年 6 月 27-28 日土耳其餐飲集團 MADO 總裁赴臺與東元集團黃董

事長茂雄簽署合作備忘錄成立合資公司；同年 10 月 8 日 MADO 集團副

董事長 Atila Kanbur 於臺灣全球招商論壇與我簽署投資意向書(LOI)。 

11. 2018 年 10 月 16 日貿協黃董事長志芳一行拜會土耳其最大電商平台

Hepsiburada.com 及伊斯坦堡市政府，就電子商務、智慧城市等議題交換

意見；17 日黃董事長一行出席伊斯坦堡臺貿中心舉辦「臺土綠能暨智慧

城市產業論壇」。 

12. 2018 年 10 月 18-19 日經濟組陪同工研院「太陽光電及綠能商機拓銷團」

參訪土商 Motif Proje、ATD Energy 及 Else Energy 等安卡拉太陽能模組製

造商及工程設計承包商(EPC)，並辦理「臺土太陽光電及綠能商機交流午

餐會」，與土商就臺土雙邊光電產業合作等進行交流。 

13. 2018 年 11 月 22 -27 日，國經協會高理事長志尚率我工商協進會、工總、

資策會、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等代表一行約 20 人，出席「亞太商工總

會第 32 屆年會」；經濟組另安排工總及工商協進會等代表與土耳其工商

協會(TUSIAD)及伊斯坦堡產業協會(ISO)進行交流，並辦理工總出席與土

耳其商品交易及商人總會(TOBB)雙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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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9 年 3 月 2-5 日，土耳其機械製造業者協會總會(MAKFED)秘書長 Mr. 

Zuhtu BAKIR 赴臺參觀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並於 3 月 5 日與我

臺灣機械公會同業公會及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15. 2019 年 6 月 19-21 日，新北市政府及外貿協會率「2019 年新北市政府中

東非洲市場拓銷團」訪問土耳其，期間新北市工業會與土耳其對外經濟

關係總會(DEIK)及伊斯坦堡商會(ITO)簽訂合作備忘錄。 

16. 2019年9月23-25日，安卡拉產業協會(ASO)董事Mr. Ozgur Savas Ozdogru

赴臺訪問，與我國經協會及中華整廠發展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 

17.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率「2019 年

理監事歐洲經貿訪問團」訪問土耳其，期間與安卡拉商會(ATO)及伊斯坦

堡商會(ITO)簽訂合作備忘錄。 

18. 2019 年 11 月 12 日，伊斯坦堡台灣貿易中心辦理「土耳其臺灣商機日」，

聚焦智慧機械、智慧醫療、綠能及清真等 4 大領域，並舉辦 3 場論壇活

動(智慧機械、智慧醫療及綠能)及一對一企業媒合會，協助我國業者拓展

經貿商機。 

19. 2019 年 12 月 30-31 日，土耳其貿易部國際條約暨歐盟事務局亞太事務

處 Mehmet Hakan Akgun 處長應邀訪臺並與我舉行臺土經貿對話會議。 

20. 2020 年 8 月土耳其第 3 大城伊茲密爾(Izmir)市長 Tunc Soyer 及環境暨都

市化部地理資訊系統局副局長 Huseyin Bayraktar 出席我智慧城市展活動

(線上)，另 12 月 7 日我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與康雅市政府(資訊科技

處)舉行智慧城市交流視訊會議。 

21. 2020 年 9 月 23 日土耳其清真認證委員會(HAK)與我外貿協會合作辦理

臺土清真驗證合作線上座談會，協助我清真驗證機構瞭解土耳其清真市

場及認證規範。 

22. 2020年 9月 29日土耳其機械製造商協會(MIB)與我中華整廠發展協會辦

理臺土機械產業合作會議(線上)，土耳其總統府投資辦公室、我智慧機械

推動辦公室等均派員與會。 

23. 2020年 10月 27日我農委會(國際處)與土耳其農業林務部(歐盟暨國際關

係局)召開第 1 屆臺土農業會議(線上)。 

 

 

(五) 臺土雙邊進出口前 10 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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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我自土進口前 10 項產品 (HS4 碼)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9 年 

(百萬美元) 

2020 年 

(百萬美元) 
名次 

增減比

(%) 

總計 土耳其(全部貨品) TURKEY 336.55 359.70 --- 6.877 

8703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

載客之機動車輛（第８７

０２節所列者除外），包

括旅行車及賽車 

Motor cars and other motor 

vehicles principally designed for 

the transport of persons (other 

than those of heading 87.02), 

including station wagons and 

racing cars 

80.20 69.76 1 -13.019 

8411 

渦輪噴射引擎、螺旋槳推

動用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

輪機 

Turbo-jets, turbo-propellers and 

other gas turbines 
10.30 33.42 2 224.392 

4410 

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

成之粒片板、定向粒片板

(ＯＳＢ)及類似    板（例

如方薄片型粒片板），不

論是否用樹脂或其他有機

膠合劑膠合者 

Particle board,  oriented strand 

board (OSB) and similar board 

(for example, waferboard) of 

wood or other ligneous 

materials, whether or not 

agglomerated with resins or 

other organic binding substances 

23.45 28.45 3 21.323 

7208 

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

以上，未經被覆、鍍面、

塗面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hot-rolled, not 

clad, plated or coated 

--- 21.88 4 --- 

5402 

合成纖維絲紗（縫紉線除

外），包括支數未達６７

分德士（６０．３丹尼）

之合成纖維單絲，非供零

售用者 

Synthetic filament yarn (other 

than sewing thread), not put up 

for retail sale, including 

synthetic monofilament of less 

than 67 decitex 

17.23 14.76 5 -14.358 

2528 

天然硼酸鹽及其精礦（不

論是否?燒），但自其天然

鹽水中析離之硼酸鹽除

外；以乾重量計算其硼酸

（Ｈ３ＢＯ３）成分在８

５％及以下之天然硼酸 

Natural borates and concentrates 

thereof (whether or not 

calcined), but not including 

borates separated from natural 

brine; natural boric acid 

containing not more than 85% 

of H3BO3 calculated on the dry 

weight 

15.42 14.12 6 -8.463 

2515 

大理石、石灰華、石灰石

及其他石灰質紀念碑用或

建築用石，其視比重為

２．５或以上者，以及雪

花石膏，不論是否用鋸或

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

長方形（包括方形）板塊 

Marble, travertine, ecaussine 

and other calcareous 

monumental or building stone of 

an apparent specific gravity of 

2.5 or more, and alabaster, 

whether or not roughly trimmed 

or merely cut, by sawing or 

otherwise, into blocks or slabs 

9.53 8.39 7 -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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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rectangular (including 

square) shape 

2616 貴金屬礦石及其精砂 
Precious metal ores and 

concentrates 
--- 7.86 8 --- 

1108 澱粉；菊糖 Starches; inulin 10.56 6.86 9 -34.977 

6203 

男用或男童用整套西裝、

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

式外套、長褲、連兜背帶

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

（泳衣除外）。 

Men's or boys' suits, ensembles, 

jackets, blazers, trousers, bib 

and brace overalls, breeches and 

shorts (other than swimwear) 

5.74 5.85 10 1.936 

 

2. 2020 年我對土出口前 10 項產品 (HS4 碼)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9 年 

(百萬美元) 

2020 年 

(百萬美元) 
名次 

增減比

(%) 

總計 土耳其(全部貨品) TURKEY 1,021.68 1,072.17 --- 4.942 

8542 積體電路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101.55 103.89 1 2.304 

8457 

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

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

多站聯製機 

Machining centres, unit 

construction machines (single 

station) and multi-station 

transfer machines, for working 

metal 

47.40 89.85 2 89.573 

7219 
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６

００公厘及以上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stainless 

steel,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50.00 49.16 3 -1.680 

3906 丙烯酸聚合物，初級狀態 
Acrylic polymers in primary 

forms 
47.67 48.01 4 0.719 

8458 
切削金屬用車床（包括車

削綜合加工機） 

Lathes (including turning 

centres) for removing metal 
19.53 45.76 5 134.358 

4002 

初級狀態或成板、片、條

之合成橡膠及從油類獲得

之硫化油膏；第４００１

節之任何產品與本節之任

何產品之混合膠，呈初級

狀態或板、片、條狀者 

Synthetic rubber and factice 

derived from oils, in primary 

forms or in plates, sheets or 

strip; mixtures of any product of 

heading 40.01 with any product 

of this heading, in primary 

forms or in plates, sheets or strip 

40.51 40.47 6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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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3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７

０至８４７２節機器之零

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

類似品除外） 

Parts and accessories (other than 

covers, carrying cases and the 

like) suitable for use solely or 

principally with machines of 

headings 84.70 to 84.72 

17.93 33.02 7 84.180 

3907 

聚縮醛，其他聚醚及環氧

樹脂，初級狀態；聚碳酸

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

酯及其他聚酯，初級狀態 

Polyacetals, other polyethers 

and epoxide resins, in primary 

forms; polycarbonates, alkyd 

resins, polyallyl esters and other 

polyesters, in primary forms 

23.15 28.31 8 22.297 

8411 

渦輪噴射引擎、螺旋槳推

動用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

輪機 

Turbo-jets, turbo-propellers and 

other gas turbines 
25.50 25.17 9 -1.282 

8529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５２

５至８５２８節所屬器具

之零件 

Parts suitable for use solely or 

principally with the apparatus of 

headings 85.25 to 85.28 

29.37 25.07 10 -14.644 

 

四、 臺土民間 MOU/協議/協定一覽表 

                                                      
1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總會(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Board；DEIK). 

2安卡拉商會(Ankara Chamber of Commerce；ATO). 
3土耳其塑膠公會(Turkish Plastics Industry Foundation；PAGEV). 
4土耳其工具機產業暨商人協會(Machine Tools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 Association；TIAD). 
5伊斯坦堡商會(Istanbul Chamber of Commerce；ITO). 
6土耳其出口商協會(Turkish Exporters Assembly；TIM). 

 MOU 名稱及洽簽單位 洽簽時間 

1 
國經協會與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總會

(DEIK)1合作備忘錄  
2007 年 12 月 12 日 

2 
國經協會與安卡拉商會(ATO)2合作備忘

錄 
2009 年 5 月 7 日 

3 
貿協與土耳其塑膠公會(PAGEV)3合作

備忘錄 
2012 年 9 月 21 日 

4 
貿協與土耳其工具機產業暨商人協會

(TIAD)4合作備忘錄 
2013 年 3 月 6 日 

5 貿協與伊斯坦堡商會(ITO)5合作備忘錄 2014 年 6 月 25 日 

6 貿協與安卡拉商會(ATO)合作備忘錄 2014 年 10 月 15 日 

7 
貿協與土耳其工具機產業暨商人協會

(TIAD)合作備忘錄 
2015 年 3 月 5 日 

8 
貿協與土耳其出口商協會(TIM)6合作備

忘錄 
2015 年 11 月 18 日 

9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土耳其出 2015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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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skisehir 商會(Eskisehir Chamber of Commerce；ETO). 
8Marmara 商人與企業家協會(Marmara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 Association；MASIAD). 
9土耳其工商暨商品交易總會(Union of Chambers and Commodity Exchanges of Turkey；TOBB). 
10土耳其國立中東科技大學(Middle East Technology University；ODTU) 
11 國際太陽能學會─土耳其分會(International Solar Energy Society Turkey Section；GÜ NDER) 

口商協會(TIM)合作備忘錄 

10 
貿協與土耳其 Eskisehir商會(ETO)7合作

備忘錄 
2016 年 4 月 8 日 

11 
我紡拓會與土耳其Marmara商人與企業

家協會(MASIAD)8合作備忘錄 
2016 年 4 月 28 日 

12 
我商總與土耳其工商暨商品交易總會

(TOBB)9合作備忘錄 
2016 年 11 月 23 日 

13 
我工總與土耳其工商暨商品交易總會

(TOBB)合作備忘錄 
2017 年 3 月 3 日 

14 
我投資處與土耳其國立中東科技大學

(ODTU)10攬才合作備忘錄 
2017 年 4 月 18 日 

15 
我投資處與土耳其 KOC 大學攬才合作

備忘錄 
2017 年 9 月 18 日 

16 
我太陽光電產業協會與國際太陽能學會

─土耳其分會11合作備忘錄 
2017 年 10 月 18 日 

17 
我投資處與土耳其 Bilkent 大學攬才備

忘錄 
2018 年 5 月 29 日 

18 

土 耳 其 機 械 製 造 業 者 協 會 總 會

(MAKFED)與我臺灣機械公會同業公會

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3 月 5 日 

19 

土 耳 其 機 械 製 造 業 者 協 會 總 會

(MAKFED)與我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

協會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3 月 5 日 

20 
新北市工業會與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總

會(DEIK)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6 月 20 日 

21 
新北市工業會與伊斯坦堡商會(ITO)合

作備忘錄 
2019 年 6 月 21 日 

22 
我投資處與土耳其 Sabanci 大學攬才備

忘錄 
2019 年 6 月 28 日 

23 
安卡拉產業協會(ASO)與國經協會合作

備忘錄 
2019 年 9 月 25 日 

24 
安卡拉產業協會與我社團法人中華整廠

發展協會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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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官方簽署經貿相關 MOU/協議/協定情形(內參)： 

  

名稱 洽簽時間 

我金管會與土耳其的金融監理機關簽訂合

作諒解備忘錄 

2006 年 

臺土交換航權瞭解合作備忘錄 2013 年 10 月 

臺土促進投資合作備忘錄 2016 年 3 月 

臺土農業合作備忘錄 2017 年 2 月 

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伊斯蘭國家標準及

度量衡局(SMIIC)簽署合作協定 

2018 年 9 月 

臺土中小企業合作備忘錄 2020 年 4 月 

 

25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安卡拉商

會(ITO)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9 月 30 日 

26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伊斯坦堡

商會(ITO)合作備忘錄 
2019 年 10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