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大黎加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1 年 7 月 9 日

人口

513 萬人(2020 年)

面積

5 萬 1,10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615 億 2,070 萬美元 (2020)

平均國民所得

12,036.4 美元(2020)

經濟成長率

2.1%(2019 年)；-4.5%(2020 年)；2.6%(2021 年央行預測)

通貨膨脹率

1.52%(2019 年)；0.89%(2020 年)

失業率

12.4% (2019 年)；20%(2020 年)

政府外債

109 億 5,540 萬美元(2020 年)

出口值
進口值
主要出口項目
主要進口項目

主要出口市場
主要進口來源

114 億 5,280 萬美元 (2019 年)
116 億 2,570 萬美元 (2020 年)
161 億 870 萬美元 (2019 年)
144 億 5,700 萬美元 (2020 年)
醫療儀器、香蕉、鳳梨、醫療輔具、其他食物調製品、咖啡
生豆、醫藥製劑、果汁、免疫產品、棕櫚油
汽油及柴油、醫藥製劑、通訊設備（含手機）、醫療儀器、
小客車、筆記型電腦、其他塑膠製品、其他未塗布紙及紙
板、示波器、血清及疫苗
美國、荷蘭、比利時、瓜地馬拉、巴拿馬、尼加拉瓜、宏都
拉斯、薩爾瓦多、墨西哥、日本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瓜地馬拉、德國、巴西、日本、
哥倫比亞、荷蘭、西班牙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疫情打擊經濟：2019 年哥國經濟成長率為 2.1%，低於
2018 年之 2.7%，2020 年復受疫情打擊，使哥經濟衰退
4.5%，且以觀光相關之旅館餐飲業衰退 40.7%最為嚴重。
2. 財政瀕臨崩潰：哥國因長年維持低稅率，致政府債務續
增，嗣勉強於 2019 年推動稅改盼彌補缺口，惟因新冠疫
情爆發，使哥國 2020 年政府赤字達 GDP 之 9.2%，累計債
務額達 GDP 之 70%，爰哥政府展開全國多部門對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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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重要經貿政策及 1.
措施

2.

3.

於 2021 年洽獲 IMF 鉅額貸款，以挽救財政危局。
失業持續偏高：2019 年哥國失業率達 12.4%，較 2018 年
12%更為惡化，2020 年因新冠疫情，失業率曾達 24%新
高，嗣後略減為 20%，就業情形仍極嚴峻。
貨品貿易逆差及服務貿易順差：2020 年哥國出口總額為
116 億 2,570 萬美元，年成長 1.7%，主因哥國專長之醫材
出口增加，進口總額為 144 億 5,700 萬美元，年衰退
9.8%。另哥國 2020 年觀光業因疫停擺，服務業順差降至
42 億 6,400 萬美元，較 2019 年大幅衰退 33.8%。
外人直接投資衰退：2020 年哥斯大黎加外人投資淨額 17
億 1,080 萬美元，相當於 GDP 之 2.8%，較 2019 年衰退
37.75%。主要投資來源國為美國、比利時、巴拿馬、西班
牙、巴西等；以投資產業別分，則為製造業、不動產業、
商業、金融保險業、專業服務業等。
經濟因疫情轉為衰退：鑒於哥國經濟已逐步走向復甦，如
經濟活動指數逐漸恢復，哥央行預期 2021 年經濟可望反
彈 2.6%，2022 年續成長 3.6%。
積極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哥政府於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布
哥國暨中美洲首名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因及早因應且
參考國際成功經驗，盡量不執行嚴格之封城，改採車牌及
營業管制，迄 2020 年底防疫表現尚可，惟因變種病毒入
侵，2021 年 5 月疫情再攀高峰，迄 2021 年 7 月確診個案
達 38 萬例、死亡 4,773 例。
實施賦稅改革，擴大稅收來源：哥國國會於 2018 年 12 月
通 過 公 共 財 政 強 化 法 (Ley de Fortalecimiento de Las
Finanzas Públicas)，主要部分為(1)設立加值稅取代過去的
銷售稅，並將銷售勞務納入課徵範圍，稅率 13%，惟若干
服務稅率較低，如國內機票 4%、國際機票 10%、私立醫
療 4%、私立教育 2%及保險費 2%等，預定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徵；(2)調整所得稅，如稅率上限自 15%調高至
25%；(3)限制公務員薪資短期不再調高等。然而隨著新冠
疫情加重，哥國政府債務持續上升，赤字亦難控制。
哥韓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中美洲─韓國自由貿易協定哥、
韓部分業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哥國 80%產品輸韓
將享立即免稅待遇，降稅期後則有 96%產品免稅，受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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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產業概況及 1.
未來發展策略

2.

3.

4.

洽簽自由貿易協 1.

品包括香蕉、鳳梨、豬肉、牛肉、咖啡、蔗糖、飲料、醫
療儀器、塑膠製品等，韓方則有 77%輸哥產品享有免稅待
遇，降稅期期滿後則提高至 98%產品，可望帶動雙邊貿易
成長，並相互開放服務及投資市場。
積極推動對中國大陸貿易：依據哥國政府統計，2016 年哥
對中國大陸出口額為 4,600 萬美元，2020 年增至 1 億
8,044 萬美元，年成長 49.37%。其中冷凍牛肉連年上漲，
2020 年已達 5,962 萬美元，豬肉首次輸陸即創 571 萬美元
佳績，至哥國專精之醫療儀器及輔具分別創下 4,472 萬美
元及 2,992 萬美元表現亮眼。
邁向以服務業為主之產業結構：根據哥國中央銀行資料，
2020 年各產業佔 GDP 比例分別為服務業 74.1%、工業
21.2%(其中製造業占 13.7%)及農林漁牧業 4.7%，顯示哥
國經濟漸趨成熟。
農牧業爭取國外市場：哥國為全球鳳梨及香蕉主要生產
國，亦有品質優良之咖啡，2020 年產值分別為香蕉 3,656
億哥幣、鳳梨 2,977 億哥幣、咖啡 689 億哥幣，出口值則
為香蕉 10.81 億美元、鮮鳳梨 9.67 億美元、咖啡 3.26 億美
元。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荷蘭、瓜地馬拉、比利時及巴
拿馬等。另養牛業亦有 2,517 億哥幣產值，主要銷往瓜地
馬拉及中國大陸。
製造業扮演重要角色：依據哥國央行統計，受惠於國際醫
材需求高漲，2020 年哥國製造業整體產值成長 3.3%。依
據哥國投資促進局（CINDE）資料，美國百大企業中已有
20%來哥投資，著名企業包括 HP、IBM、Intel、P&G、
Walmart 等，近年來，軟體服務業、醫材生技產業及先進
製造業成長迅速，哥國已成拉美科技重鎮。
商業受稅改影響衰退：依據哥國央行統計，2020 年哥國商
業受疫情影響，大幅衰退 10%。2020 年哥國非耐久性消費
財進口達 25 億 8,344 萬美元(年衰退 0.48%)，半耐久性消
費財進口達 8 億 5,178 萬美元(衰退 15.88%)，耐久性消費
財進口達 12 億 1,746 萬美元(衰退 18.7%)，其中以車輛進
口衰退 30%最多，顯示在疫情下，哥國經濟不振、失業率
持續高漲，民眾消費大為減少。
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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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概況

(1) 中美洲五國經濟整合(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
(2) 中美洲五國-多明尼加
(3) 中美洲五國-智利
(4) 加拿大
(5) 中美洲五國-巴拿馬
(6) 加勒比海共同市場(CARICOM)
(7) 中美洲五國-美國-多明尼加(CAFTA-DR)
(8) 新加坡
(9) 中國大陸
(10) 秘魯
(11) 中美洲五國-墨西哥
(12) 中美洲六國(含巴拿馬)-歐盟
(13) 哥倫比亞
(14) 中美洲四國(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巴
拿馬)與 EFTA(冰島、列支登士敦、挪威及瑞士)
(15) 委內瑞拉：部分關稅優惠協定。
(16) 中美洲五國(含巴拿馬，不含瓜地馬拉)-韓國
(17) 中美洲六國(含巴拿馬)-英國
2. 談判中：
(1) WTO 複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
(2) WTO 環境商品協定(EGA)、
(3) 太平洋聯盟(目前為候選會員國，惟哥國維持暫停談
判工作之立場，並已暫停參加太平洋聯盟舉辦之相關
會議)

三、我國與哥斯大黎加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我國進口值

8,033 萬美元(2017 年↓4.67%)
8,775 萬美元(2018 年↑9.24%)
8,222 萬美元(2019 年↓6.31%)
7,778 萬美元(2020 年↓5.40%)
4,438 萬美元(2021 年 1-6 月↑33.53%)
7,083 萬美元(2017 年↑1.91%)
9,438 萬美元(2018 年↑33.24%)
1 億 249 萬美元(2019 年↑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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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哥貿易總值

主要出口項目

主要進口項目

我對哥國投資

哥國對我投資

9,352 萬美元(2020 年↓8.75%)
5,658 萬美元(2021 年 1-6 月↑26.42%)
1 億 5,116 萬美元(2017 年↓1.70%)
1 億 8,213 萬美元(2018 年↑20.49%)
1 億 8,471 萬美元(2019 年↑1.42%)
1 億 7,130 萬美元(2020 年↓7.26%)
1 億 96 萬美元(2021 年 1-6 月↑29.45%)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腳踏車、印刷電路、機車或腳踏車零
件、其他液晶裝置、汽車零件、筆電零件、記憶卡及隨身
碟、冷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車輛用照明設備
其他醫療用具、導管類醫療用具、鋼鐵廢料、插頭及插座、
已裝置壓電晶體、咖啡生豆、隱形眼鏡、處理器、可變電阻
器、其他人造身體部件
1. 我國與哥國終止外交關係前，臺商在哥國之投資金額估計
約 9,489 萬美元，雇用員工人數約 743 人，主要之業別為
加工區經營、漁撈、塑膠、家具、食品、汽車零件、蘭花
栽培、旅館、廚具設備、鐵捲門、貿易等，大部分屬中小
型企業，其中較大型投資包含中華加工出口區(BES)及台
糖蘭園(TAISUCO)。
2. 2007 年 6 月 1 日兩國邦交中止後，臺商均陸續轉移出售。
目前僑胞仍持續組織臺灣商會、臺灣協會、婦女會，以及
相關同鄉會組織，與我國廠商保持密切貿易關係。
3.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我商累計對哥投資件數
為 13 件，投資金額累計 2,825 萬美元。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哥商累計對臺投資件數為
4 件，投資金額累計 732 萬美元。

重要官方會議

兩國政府暫無官方往來。

重要民間會議

暫無。

雙邊經貿協定
暫無。
資料來源：哥斯大黎加央行、統計局、駐尼加拉瓜大使館經濟參事處、國際貿
易局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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