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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Ecuador）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2.05.23 

人口 1,775萬人(世界第 68名, 2022年) 

面積 28萬 3,561平方公里(世界第 71名) 

國內生產毛額 1,062億美元(2021年) 

平均國民所得 3,892 美元(2021年) 

經濟成長率 4.2%  (2021年) 

失業率 4.1% (2021年 12月) 

幣制 美元 (自 2000年採用美元) 

進口值 238億 2,900萬美元 (2021年；成長 40%) 

主要進口項目 

 (2021年) 

石化(46億美元)、機械(24億)、塑化原料(14億)、藥品

(6.8億)、汽車(18億)、製造用材料(6億)等。 

主要進口來源 

 (2021年) 

中國(53億)、美國(53億)、哥倫比亞(17億)、巴西(9.2

億)、秘魯(8.6億)；臺灣為第 20大進口來源國(1.9億) 

出口值 266億 9,920萬美元 (2021年；成長 31.2%) 

主要出口項目 

 (2021年) 

原油(72 億)、蝦類(53 億)、香蕉(34 億美元)、石油衍生

物(13億)、魚罐頭(2億)、花卉(9.3億)、可可(9.4億)等 

主要出口市場 

 (2021年) 

美國(63億)、中國(41億)、巴拿馬(39億)、智利(11

億)、俄羅斯(9億)；臺灣為第 27出口目的國(1.4億) 

主要港口 Guayaquil、Esmeraldas、Manta、Puerto Bolívar 

資料來源：厄瓜多政府資料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

望 

厄瓜多 2021年經濟成長 4.2%，國內生產毛額達 1,062億

美元，表現優於預期，主要成功因素為疫苗施打率普及

化，促進經濟活動復甦。 

厄瓜多保守右派政黨拉索(Guillermo Lasso)於 2021年 5月

24 日就任總統，L 氏雖勝選但其所屬之「創造機會的政

治行動黨」加上盟友之席次仍低於左派政黨的 48 席，在

政策推動上窒礙難行。 

L 氏積極推動對外貿易政策，計畫於其任內至 2025 年完

成 10 個貿易協定，包括中國、墨西哥、美國及太平洋聯

盟。另厄國甫於上(2021)年 12 月 17 日正式申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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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此外亦盼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之交流，包括近

年持續與中國政府對話，有意於本(2022)年與達成雙邊自

由貿易協定。另 L 氏於上年 10 月接見美國國務卿

Anthony Blinken，雙方同意強化美厄經貿關係，以及強

化拉美之民主及人權價值。 

厄瓜多係拉美區域少數未與美國簽署貿易協定的國家，

長久僅能藉由 GSP 取得美國部分優惠；美厄於 2020 年

12 月 8 日簽署「貿易規則與透明度新議定書，內容包括

關務管理及貿易便捷化、良好監管規範、反貪腐以及中

小型企業最新條款共四個章節。 

在疫情方面，厄瓜多雖僅有 1,700 萬人口，迄至 2022 年

5 月已有超過 87 萬人確診、超過 3.5 萬人死於新冠肺

炎。L 氏上任便積極展開接種疫苗計畫，該國 65%疫苗

均來自中國，截至本年 5 月已有 79%人口接種兩劑疫

苗。 

綜上，現階段厄政府採取與美、中皆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的安全牌，將重心放在開展經貿版圖，惟專家認為，美

中兩強較勁下，美國若想鞏固其「後院」勢必要加把

勁，即便右派之 L氏不願向中國靠攏，但在現實考量

下，或許亦別無選擇。 

重要經貿政策 (1) 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關係：厄瓜多政府訂定美國、

中國、日本、南韓、印度、英國、多明尼加、墨西哥、

加拿大、哥斯大黎加、俄羅斯等 10國為重點開發與加強

貿易之國家，其中美國為其最大貿易夥伴，與南韓則已

著手進行貿易協定談判，並盼於本年展開與中國 FTA談

判。另厄瓜多政府 2019年針對與美國簽署貿易協定及加

入太平洋聯盟(Alianza del Pacífico)等案，已正式具函向美

國、太平洋聯盟成員國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及墨西哥

提出談判請求，並於上年正式提出申請加入 CPTPP。 

(2) 減少貿易逆差：目前厄國貿易逆差問題因實施近 2

年之防衛措施而暫獲平衡，惟經濟結構問題尚未改善，

因此厄政府將持續輔導國內產業轉型，以期有效降低進

口需求。  

(3) 處理與中國之債務：厄國在 Rafael Correa前總統任

期內向中國大量借貸，且簽下極不利還款條件，目前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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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中國債務計 51億美元(占其外債總額 11%)，其中 20

億美元須以原油作為還款媒介，因國際油價上漲已導致

厄國損失估計達 42億美元，L氏盼與中國談判對其債務

與石油抵債脫鉤，並盼與中方協商放寬債務還款期限及

調降利息。 

(4) 爭取國際融資：L氏自上(2021)年 5月上任以來即

積極向國際機構尋求融資，已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 65億

美元債務重組協議，同時世界銀行亦可能批准 7億美元

之貸款。 

重要經貿措施 (1) 積極推動農漁牧產品出口：厄國農牧水產部以融資

及企業諮詢方式輔導咖啡、可可豆、漁產、手工藝品等

產品出口。以咖啡及可可豆為例，該部推動「咖啡及可

可產能提升計畫」，提供農民達 4,900萬美元融資，產量

倍增，預估 2025年起每年可可出口可達 64萬公噸，出

口總值將達 30億美元。 

(2) 厄瓜多前總統 Lenín MORENO宣示強化 2018年頒

布「生產促進法」(Ley de Fomento Productivo)之政策，力

求開拓農業、漁業、觀光、出口等部門發展潛力，穩定

投資、就業與新創事業環境，促使厄國家經濟發展以私

部門為關鍵角色，擺脫對公共投資之依賴。相關行政部

門提出「生產促進法」第二版本(Ley de Fomento 

Productivo 2)，於 2019年 2月送交國會審議，該案旨在

活化公營事業運作、改革證券市場、推展金融包容性、

加速公私部門合作、穩定美元化金融制度等為目標，立

法內容涉及金融、農漁、住宅、資產處分、新創事業、

僑匯等領域。 

(3) 厄政府於 2021年 11月舉行國際招商論壇，共推出

50項投資計畫，絕大多數為提供 20-30年特許權之方式

(concesión)，總投資金額逾 290億美元，其中能源類佔

77.5%(興建發電廠、石油及礦產開發)、基建 17.5%、餘

5%(電信、醫院、體育文化等)。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RTA/FTA) 

概況 

(1) 已生效：安地諾集團(Comunidad Andina)、墨西

哥、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經濟互補協定、古巴、

智利、瓜地馬拉(經濟互補協定)、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優

惠制(GSTP，部分優惠關稅協定)、歐盟(2017.1.1生效) 、

薩爾瓦多與厄瓜多部分優惠貿易協定、尼加拉瓜部分關

稅減讓協定、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英國。 

(2) 已簽署尚未生效：宏都拉斯關務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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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1簽署，為雙邊經濟互補協定之前置協議)、智

利貿易整合協定 (2020.08.13簽署)、伊朗（厄國國會

2016.5.10批准與伊朗於 2011年簽署的貿易協定）。 

(3) 談判中：墨西哥、中國、韓國、土耳其、冰島、多

明尼加、巴拿馬、CPTPP。 

(4) 研議中：哥斯大黎加、俄羅斯。 

 

三、臺厄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對厄出口值 5,952萬美元 (2022年 1-4月)(↑19.86%) 

1億 7,305萬美元 (2021年)(↑42.6%) 

1億 2,131萬美元（2020年）(↓1.36%） 

1億 2,298萬美元（2019年）(↓27.26%） 

我國自厄進口值 3,798萬美元 (2022年 1-4月)(↑254.61%) 

1億 2,800萬美元 (2021年)(↑814.6%) 

1,399萬美元（2020年）(↑ 31.33 %） 

1,064萬美元（2019年）(↑ 40.18 %） 

雙邊貿易總值 9,750萬美元 (2022年 1-4月)(↑61.51%) 

3億 105萬美元 (2021年) (↑122.51%) 

1億 3,530萬美元（2020年）(↑ 1.24%） 

1億 3,362萬美元（2019年）(↓24.36%） 

我國對厄主要出

口項目(2021) 

冷凍正鰹(10.6%)、聚丙烯(9.7%)、聚苯乙烯(4.7%)、機動

車輛之零件及附件(3.3%)、人造紡織材料製漁網(3.2%)、

熱軋鐵、機動車輛及腳踏車照明設備等。 

我國自厄主要進

口項目(2021) 

金礦石及其精砂(91%)、魚渣粉、冷凍蝦類、冷凍青花

菜、鋁廢料及碎屑、其他水產動物之粉、咖啡之萃取物

等。 

台商組織情形 依據我駐厄瓜多代表處資料，目前厄瓜多有 2 個台商

會：「厄瓜多台灣商會」及「惠夜基台灣商會」，共計約

100名會員，集中在進口經銷和零售業，進口項目主要為

大小五金、汽機車零件、電器、電腦、電子產品、家庭

日用品等，規模 10萬到 500萬美金不等。 

雙邊投資情形 1. 我國赴厄國投資情形： 

❖ 依據投審會資料，截至 2021 年尚無我國廠商赴厄

瓜多投資案件。另根據厄瓜多中央銀行資料，至 2021 年

我國赴厄瓜多投資計 390萬美元。 

❖ 中油公司以海外石油及投資公司名義先後於 1986

年及 1989年分別參加厄瓜多陸上 16號及 17號兩礦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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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探油，投資額達 9,000多萬美元，是我國在厄瓜多最

大投資。 

2. 厄國赴臺投資情形：依據投審員會資料，截至

2021 年厄瓜多廠商對台投資核准案共 4 件，金額共 242

萬美元。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財政部關務署、駐厄瓜多代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