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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海岸國家檔(Côte d’Ivoire) 

一、基本經貿資料                                     110.6.13 

人口 約 2,5716,544 萬人(2019) (WB) 

面積 32 萬 2,463 平方公里 (70 人/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US$585.39 億萬美元 (2019) (WB) 

平均國民所得 US$2,290 美元 (2018) (WB) 

經濟成長率 1.8% (2020) (WB) 

消費者物價指

數 

1.3% (2020.1) (WB) 

失業率 3.5% (2020) 

進口值 US$127 億 1,785 萬美元 (2019) (WB) 

出口值 US$104 億 8,256 萬美元 (2019) (WB) 

主要進口項目 原油、機械設備、稻米、塑膠原料、鋼鐵製品、交通設備、鮮

魚、電機設備 

主要出口項目 可可果、加工可可、石油產品、黃金、腰果、原油、天然橡膠、

棉花、精油、塑膠製品、木材加工、棕櫚油、咖啡豆、鮪魚罐

頭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 (17.1%)、奈及利亞 (13.4%)、法國 (10.7%)、美國

(4.98%)、印度(4.26%) 

主要出口市場 荷蘭(10.6%)、美國(6.03%)、法國(5.92%)、馬來西亞(4.98%)、

越南(4.88%) 

主要外人投資

國 

摩洛哥、法國、黎巴嫩、英國、布吉納法索、新加坡、土耳其、

瑞士、奈及利亞 

二、主要經貿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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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況及展

望 

現況： 

1. 象牙海岸度過 2011 年內戰造成的蕭條經濟後，藉著政府擴

大支出及公民營工程建設增加的刺激，景氣快速復甦，依據

世界銀行調查，象牙海岸為世界最大可可及腰果農產品出口

及製造國、石油淨出口國及咖啡與棕櫚油重要出口國，亦有

製造業基礎。由於高度依賴農業，對上述產品之國際價格波

動敏感。 

2. 自 2012 年以來成為西非第 3 大經濟體，自 2011 年起每年

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8%，從 2012 年 10.1%、2017 年 7.7%、

2018 年 7.4%至 2019 年 6.4%，亦列世界經濟成長前幾大

國家。同期間通膨率每年維持在 1.3%至 2%，穩定消費信

心。2020 年受武漢肺炎疫情及全球貿易衰退影響，重創其

出口產業，全年經濟成長持平 1.8%，非洲開發銀行預估象

國可於2022年回復至2019年水準，經濟成長可望達6.5%。 

3. 象國 2020 年經商便利指數在 190 個國家中名列第 110 名，

尤以商業登記、工程執照、融資及稅務便捷化程度高。 

展望： 

    象牙海岸 2018 年及 2019 年經濟成長皆超過 7%，普遍看

好 2020 至 2021 表現，其中服務業、工業、農業食品及工程為

主要發展產業，惟仍受制於原油產量與價格影響。 

    可可產量占 GDP 的 15%及出口 38%，2019 至 2020 年可

可價格普遍看好；另 2019 年象國與迦納簽署 MOU 將共同調

高支付農民之豆類價格。農產品加工業仍占外人投資 10%，前

景持續看好。 

    過去 3 年象國政府致力於改革稅務管理(2019 年稅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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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仍低於西非貨幣聯盟(WAEMU)最低稅率 20%水準；

至於 ECO 貨幣走向仍待觀察。  

    未來象國經濟成長仍高度依賴原物料出口，特別是穀類，

受制於國際農產品價格及氣候變遷等因素。 

重要經貿政策 

 

1. Ouattara 總統連任後為協助象牙海岸經濟結構轉型，制定

「2016 年至 2020 年國家發展規劃」，祭出 500 億美元及 12

項公共工程，如 Boundiali 棉花生質燃料電廠、Gagnoa 可

可生質燃料電廠、天然氣輸送、工業區開發等計畫，以推動

經濟成長，預期在 109 年建立一個強盛國家為目標。 

2. 糧食安全及提高食品加工之附加價值：象國政府期望 109 年

提升當地可可豆加工率至 50%及農產品加工出口比例。 

3. 推動重大公共建設：公私營合作方式推動重大工程，如數位

經濟(鋪設光纖網絡、數位電視系統)、企業育成、電力供給、

航空城及大型體育館等。 

4. 當地消費市場多由外來移民所主導，產品進口來源分散，消

費市場競爭大。另外人投資部分，尤以法商為主，主要投資

象國之水力、電力、鐵路及港口工程。我商外銷象國主力產

品為工具機、燈具、汽車零組件、電器、餐廳及塑膠加工機

等。 

5. 投資促進：為鼓勵投資產業，如給予外人投資農業、商業、

工業者所得稅 50%減免。 

6. 改善行政體系：象牙海岸新政府自 2011 年 5 月組閣後，標

榜勤政、廉潔新政府，積極改善官員貪污、道路臨檢收賄等

擾民作為，與以往相較，已見明顯進步。 

7. 全面禁用塑膠袋：象牙海岸政府於 2014 年 11 月 8 日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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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實施全面禁用塑膠袋的行政命令，即全面禁止生產、進

口、銷售、持有及使用不可分解的塑膠袋，市場上的塑膠袋

等相關產品必須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質。 

8. 修建工業區：象國政府決定斥資 200 億西非法郎來進行該工

業區現代化工程，工業區整修計畫將規劃開闢 23.5 公里新

道路網、維護 1.7 公里的原有柏油路、設立 35 公里長的低

壓電網、設置 2 座變壓設備、擴建輸水管道及配置 4 個消防

栓等，這項計畫可望讓優布貢工業區成為符合國際標準的工

業用地。此外，象國政府另於阿必尚北部公路旁決定新闢一

50 公頃的新工業區，以供投資者進駐，解決工業區賦地不

足的問題。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象牙海岸係西非經濟暨貨幣聯盟(UEMOA) 及西非國家經濟共

同體（ECOWAS）的會員國，西非經濟暨貨幣聯盟的 8 個會員

國有共同對外關稅及貿易政策，因此象國未曾與其他國家簽署

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大陸在西

非地區的拓銷

作法 

中國大陸在西非地區拓展經貿活動的最主要作法，係透過中國

國營或大型企業至當地參加大型工程或採購招標，輔以低利貸

款，進而帶動中國大陸相關中、下游的廠商來當地進行投資或

銷售活動。 

三、臺象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304 萬美元(2016)↑2.69% 

2,303 萬美元(2017)↓4.41% 

2,470 萬美元(2018)↑12.14% 

2,139 萬美元(2019)↓13.39% 

2,616 萬美元(2020)↑22.27%(為我國第 96 大出口國) 

我國進口值 424 萬美元(2016)↓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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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萬美元(2017)↑9.12% 

34 萬美元(2018)↓92.7% 

155 萬美元(2019)↑360.11% 

217 萬美元(2020)↑40% (為我國第 139 大進口來源國) 

主要出口項目 塑膠加工機械、氣體壓縮機及風扇、金屬鑄造用模箱、冷凍魚、塑膠板、

燈具 

主要進口項目 棉花(90%以上)、可可膏、天然橡膠、鋼銅廢料、氧化錳、木材 

我對象牙海岸投

資 

20 件約 2,000 萬美元 

旅象臺商經營的產業包括進出口貿易、橡膠加工、食品加工、麵包店、印

刷、旅館餐飲、農場經營(3 家)及漁撈等事業，總投資額估計約 2 千餘萬

美元。由於許多旅象臺商第 1 代已屆退休年齡，因此事業經營已呈現半退

休狀態，臺商第 2 代有些在美國、臺灣及大陸等地發展，有些則在西非國

家從事貿易，總之，本地臺商的商業活動並非十分活絡，旅象臺商僅 20

餘人。 

象牙海岸對我投

資 

無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官方往來 1. 象牙海岸商務部外貿技術顧問 Mr. Camace J.B. Papa Nouveau 於

2015 年 3 月 2 日至 7 日應邀訪問臺北。 

2. 我國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鄭副司長維、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史總稽核

立軍及陳組長俐君等一行 3 人，於 2015 年 5 月 24 日至 29 日訪問象

牙海岸，並參加「非洲開發銀行」（AfDB）第 50 屆年會活動。 

3.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2018年12月由江處長文若率團赴象牙海岸出席國

際棉業會議年會。 

重要民間往來 2017 至 2019 年我外貿協會連續組「西北非貿易投資布局團」赴象牙海

岸拓銷舉辦貿易洽談會。 

2019 年 6 月 16 至 27 日國經協會籌組「2019 年西部非洲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參訪史瓦帝尼、迦納、象牙海岸等國，爭取合作商機。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