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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 

人口 372 萬人(2019 年) 

面積 6 萬 9,70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US$172億(2019)、US$163億(2018)、US$151億(2017) 

平均國民所得 US$4,661(2019)、US$4,400(2018)、US$4,047(2017) 

經濟成長率 5.2%(2019)、4.8%(2018)、4.8%(2017)、 

失業率 5.0%(2019) 

進口值 US$95.1 億(2019)、US$91.23 億(2018)、US$78.46

億(2017) 

出口值 US$37.9 億(2019)、US$33.55 億(2018)、US$35.33

億(2017) 

主要進口項目 燃料、車輛、穀類、食品、機械及零件、藥品 

主要出口項目 車輛、鐵合金、礦物、螺母、鐵、金、銅礦、酒類

產品、葡萄酒、銅廢料及碎屑 

主要進口來源 土耳其、俄羅斯、中國、美國、亞塞拜然、德國、

烏克蘭、亞美尼亞、日本、義大利 

主要出口市場 亞塞拜然、俄羅斯、亞美尼亞、保加利亞、烏克蘭、

中國大陸、土耳其、羅馬尼亞、美國、烏茲別克 

二、 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喬治亞位處歐亞交界，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重

要，境內蘊藏煤、錳、銅等資源，工業主要有食品加

工、機械、汽車、錳銅礦之開採，其中合金、汽車、

銅礦為出口大宗，近年來，觀光業漸興盛。 

就產業結構而言，農業部門占 GDP 比重 8.2%、

工業部門占 23.7%，服務業佔 27.9%。 



近年來喬治亞經濟在私有化加速進行、西方國家

金援及外資資源挹注下，政府大量投注基礎設施之興

建，加以薪資增加、內需消費熱絡帶動下，農業、建

築、交通及旅運業興盛，使經濟加速成長。而另一方

面，儘管近年來喬治亞經濟成長加速，但境內失業率

仍高達兩位數，使民眾生活水準難以大幅提升。 

為擺脫對主要貿易夥伴俄羅斯之依賴，該國近年

積極拓展多元貿易夥伴。喬治亞是高加索和中亞地區

的物流及轉運走廊，其物流經濟以轉運為主導，各類

國際陸路貨運量中約 60%屬過境性質。該國為加強物

流業的處理能力，已規劃多個項目，其中包括改主要

港口基礎建設，以及興建深水港。喬治亞除與歐盟於

2014 年簽署聯繫國協定外，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

已與中國大陸 2017 年 5 月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喬國對中國大陸 96.5%貨品立

即實施零關稅，佔該國自中國大陸進口總額 99.6%；

中國大陸對喬國 93.9%貨品實施零關稅，佔其自喬國

進口總額 93.8%。 

2018 年喬國經濟成長率達 4.8%。世界銀行分析，

政府改革有助經濟穩定並促進投資及商業活動，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達 5.2%。 

2020 年受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衝擊，喬國

旅遊業損失慘重，政府對全年經濟預測已從原成長率

4.5%大幅下修至-4%。世界銀行分析，喬國俱備整體

經濟與公共財政管理健全且經商環境友善等條件，有

助於後疫情時期經濟復甦。 

重要經貿政策 據專家測定，喬治亞石油蘊藏量為 5.8 億噸，其



中 3.8 億噸在陸上，2 億噸在黑海。經過最近十年的

勘測考察，石油蘊藏量達 20 億噸，天然氣 1,520 億立

方米。每年石油開採量僅 10 萬噸左右。由於喬治亞

開採設備陳舊、開採技術落後、缺乏輸送管道、原油

加工等配套設施，加之資金嚴重短缺，靠自身能力很

難有大的發展。因此，吸引外資和外國技術，成為解

決油氣勘探開採的唯一途徑。喬治亞政府在政策上給

予外資若干優惠，操作上採取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以

產品分成或合資的形式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 

喬國自 2015 年起積極爭取外國投資，主要投資

國家依序為亞塞拜然、英國、土耳其、荷蘭、捷克、

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拿馬、中國大陸。主要

投資於運輸、通信、金融、建設、能源、不動產、旅

館餐飲及製造等產業。 

主要產業概況及

未來發展策略 

喬國農業占國內生產總值 9%，不能滿足國內需

求，主要產物為茶葉、葡萄、橘子、蔬菜與菸草等。 

工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 23.4%，以礦石開採、鐵合

金、鋼管、金屬切削機床等為主要產品，輕工業則以

紡織、食品業為主，惟對中間產品及能源依賴性大。 

服務業則占國內生產總值 66.2%，以旅遊業為最大

宗，惟與俄關係緊張衝擊其旅遊產業發展。 

喬治亞經濟雖持續成長，但仍有諸多外交、政

治、社會及經濟問題尚待改善，諸如政府未能平息南

部獨立紛爭，首都仍時有示威抗議，造成社會紛擾；

政府效能不彰，影響各項改革與建設之成效，打擊外

人投資意願；貧窮現象普遍，半數人民生活在貧窮線

之下。因此未來仍須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如何減少失



業人口、提升產業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吸引外人

投資等議題。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簽署並已生效：獨立國協、歐盟、歐洲自由貿易協

會 (EFTA)、土耳其、古阿姆民主和經濟發展組織

（GUAM Organization for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係由喬治亞、烏克蘭、亞塞拜然及摩爾

多瓦組成區域性集團，總部設於烏克蘭基輔）、亞美

尼亞、亞塞拜然、哈薩克、俄羅斯、土庫曼、烏克蘭、

中國大陸、香港。 

已簽署尚未生效：N/A  

談判中： N/A 

三、 臺喬雙邊經貿關係 

臺喬貿易總額 US$2,882 萬(2019) 、US$2,798 萬(2018)、US$3,288

萬(2017) 

我國出口值 US$2,000 萬(2019) 、US$1,540 萬(2018)、US$1,164

萬(2017) 

我國進口值 US$882 萬(2019) 、US$1,258 萬(2018)、US$2,124

萬(2017) 

主要出口項目 聚丙烯、苯乙烯之聚合物、鋼鐵製螺釘及螺栓、機

械及零件、車燈、車輛零配件、瓶用級聚對苯二甲

酸乙烯酯、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飲料、工具機、

手工具、輪胎、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

線網路電話等。 

主要進口項目 化學品、魚渣粉、三氟化硼、服飾(大衣、駕車外套、

披肩、斗蓬、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風衣、擋風夾

克及類似品)、機械零件、果汁、葡萄白蘭地、儀器

及器具、銅廢料及碎屑等。 



我對喬國投資 無資料 

喬國對我投資 無資料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1. 2011 年 4 月 12 日國經協會與喬治亞商工總會假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 屆臺喬經濟合作會議」。 

2. 2013年 5月 17日於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舉行「第 2

屆臺喬(治亞)經濟合作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無 

 

          臺灣-喬治亞雙邊貿易關係      

 

 

  單位：百萬美元 

2017 年貿易總額 3,288 萬美元(衰退 0.31%) 

2018 年貿易總額 2,798 萬美元(衰退 14.90%) 

2019 年貿易總額 2,882 萬美元(成長 2.98%) 

喬治亞為臺灣第 120 大

貿易夥伴，占我總貿易

額 0.005% 

2017 年我對喬治亞出口 1,164 萬美元(成長 13.61%) 

2018 年我對喬治亞出口 1,540 萬美元(成長 32.30%) 

2019 年我對喬治亞出口 2,000 萬美元(成長 29.85%)   

喬治亞為臺灣第 110 大

出口國，占我總出口

0.006% 

2017 年我自喬治亞進口 2,124 萬美元(衰退 6.58%) 

2018 年我自喬治亞進口 1,258 萬美元(衰退 40.77%) 

2019 年我自喬治亞進口 882 萬美元(衰退 29.90%) 

喬治亞為臺灣第 112 大

進口國，占我總進口

0.003% 

年(月)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增減比 

(同期) 

2011 32.21  116.19  22.35  199.78  9.86  32.45  12.49  96,938.30  

2012 24.20  -24.87  17.86  -20.11  6.34  -35.65  11.51  -7.84  

2013 23.63  -2.39  18.48  3.45  5.15  -18.83  13.33  15.73  

2014 19.61  -16.98  14.00  -24.22  5.61  8.99  8.39  -37.05  

2015 30.97  57.91  10.79  -22.92  20.18  259.53  -9.39  -211.90  

2016 32.99  6.50  10.25  -5.06  22.74  12.68  -12.49  33.07  



我國與喬治亞雙邊經貿互動紀錄 

 官方 民間 

2005 年  2005 年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喬

治 亞 商 工 總 會 (Georg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簽署合作協議書。 

2011 年  2011 年 4 月 12 日由國經協會與喬治亞商

工總會假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 屆臺喬

經濟合作會議」，就投資議題進行演講及

針對自由貿易區、食品、生技、工程以及

法務諮詢服務等舉行商務洽談會，貿易局

陳前副局長銘師到場致詞。 

2013 年  2013 年 5 月 17 日由國經協會與喬治亞商

工總會及喬志亞投資局局長共同舉辦「第

2 屆臺喬經濟合作會議(第比利斯)」，就綠

色能源、資通訊、食品暨農產品、當地投

資環境等議題進行演講，以及進行「LED

照明」、「太陽能」、「資通訊」、「機械」、「食

品暨農產品」、「紡織」、「銀行」等議題之

商務洽談會。 

2015 年  基輔臺貿中心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及 10

月 4 日分別派員赴喬治亞執行貿易尖兵計

畫，期間拜會喬治亞商公會與喬國廠商共

計 29 家。 

2017 32.88  -0.31  11.64  13.61  21.24  -6.58  -9.60  -23.15  

2018 27.98  -14.90  15.40  32.30  12.58  -40.76  2.82  -129.36  

2019 28.82  2.98  20.00  29.85  8.82  -29.90  11.18  296.57  

2020 23.07 -19.989 15.73 -21.328 7.33 -16.958 8.40 -24.783 

2021(01~04) 6.12 -27.135 2.72 -57.008 3.40 64.112 -0.68 -115.959 



備註：喬治亞自 2015 年 2 月實施新簽證規定，拒發我國國

民入境簽證，增加我國人赴喬國經商困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