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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美洲
邦交國經貿關係

瓜地馬拉-提卡爾國家公園



瓜地馬拉的古城Antigua 瓜地馬拉街頭的傳統民間舞者

世界遺產提卡爾國家公園 科潘馬雅文化遺址

飛越大藍洞 馬薩亞火山國家公園

神通資訊科技公司簡介

我國與中美洲邦交國經貿概況

宏都拉斯的Rosalila神廟 宏都拉斯的雕刻博物館

中美洲邦交國經貿商機與風險分析

中美洲區域聯合推廣計畫



講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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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資訊科技公司副總經理(現任)

• 外交部派駐歐銀倫敦總部智慧城市技術顧問

• 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

• 台灣5G垂直應用聯盟會委員

• 電電公會數位轉型委員會委員

• HSC醫療系統聯盟榮譽顧問

• 神通電腦公司副總經理

• 加拿大3DNA公司副總經理

• 海岸巡防司令部資訊中心主任



The Leading Company of  AIOT 
Solutions in Smart City

神通資訊科技公司簡介



聯華神通集團簡介

• 聯華神通集團創立於民國41年，集

團旗下擁有40餘家公司，從傳統食

品原料產業發跡，並投資石油化學

和特殊氣體產業。

• 1980年代跨足電子科技產業，從事

電腦、消費電子、IT通路、系統整

合以及軟體研發等產品與服務。

• 神通資科前身為神通電腦，成立於
民國63年，為台灣第一家電腦公司。

神通電腦

聯強國際

神達國際

聯成化工

聯華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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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集團營運資料
集團年營收： US$410億 ( NTD 1兆 2,205 億元 )

集團全球員工：30萬8,000人

集團全球佈局：超過300個營運據點，橫跨六大洲

新聚思（Synnex）:全球第一大 IT通路商

聯華神通集團全球營運據點

遍及6大洲 40+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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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 Solutions for Smart City

應用實績

智慧政府 智慧交通 智慧文教 智慧醫療 智慧金融 智慧製造 智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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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C Consulting Services:

• Ukraine, Odessa City

 Immigration E-Gate :

• Philippines, Manila Airport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
• China,

- Fuzhou Metro
- Hong Kong Airport Express Line 

• India, Chennai Metro
• Vietnam, HCM City Metro
• Indonesia, Jakarta Metro
• Thailand, Red Line

 Automatic Immigration Clearance System:
• UAE, Dubai-Oman Border

 Smart Library :

• Philippines, Mapúa

• China, Shanghai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海外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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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在智慧城市的獲獎殊榮

2014 Middle East ICT Best Choice ME Award

2018 Taiwan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Award 2017 Taiwan Smart City System Award

2016 Taiwan Smart City System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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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第三代自動通關系統榮獲「2019台灣精品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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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第一代



我國與中美洲邦交國經貿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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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美洲 &加勒比海邦交國雙邊關係

• 台灣現有15個邦交國，其中有9個
邦交國位於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

貝里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
加拉瓜、聖克里斯多福、聖露西亞、
聖文森、海地以及巴拉圭（南美唯
一邦交國）

• 台灣簽有 FTA之中美洲邦交國 :
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宏都拉斯
貝里斯（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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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四邦交國
地理位置

• 中美洲自然資源豐富，消費能力與
市場潛力充足，加上多年來推動區
域內經濟整合有成，投資與貿易商
機不容小覷。

• 中美洲為我國最多邦交國所在區域，
我國亦與多國簽有經貿協定，故成
為我商可發展之潛力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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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洲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尤以供出口的香蕉、咖啡、甘蔗

、橡膠、棕櫚油等熱帶經濟作物最重要。畜牧業（牛肉）和

漁業（蝦子）亦為重要出口項目。

• 工業以輕工業特別是食品加工業為主，多為小型企業；還有

採礦、建築材料、塑膠、金屬加工、化學、煉油等。

中美洲重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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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2020全球產業鏈合作中的拉美市場商機市調研究

台灣對中美洲邦交國進出口產品列表

國家 與我國貿易總額
（排名） 出口（占比） 進口（占比）

貝里斯 7
（150）

空氣泵（32%）
電子工業用化學品（17%）

積體電路（12%）

蝦類（41%）
試驗機械（15%）
其他堅果（15%）

瓜地馬拉 192
（69）

雜項化學品（23%）
汽機車零附件（7%）

熱軋鐵（5%）

蔗糖（64%）
咖啡（19%）
蝦類（8%）

宏都拉斯 164
（74）

聚縮醛（11%）
稻米（8%）
燈泡（８%）

蝦類（88%）
貝類（2%）
咖啡（2%）

尼加拉瓜 166
（72）

合成纖維（23%）
稻米（14%）
針織品（12%）

蝦類（51%）
蔗糖（15%）
牛肉（14%）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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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四邦交國
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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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 Be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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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貝爾墨潘（Belmopan）

• 國土面積：22,966平方公里

• 人口總數：41.9萬人（2020年）

• 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

• 語言：英語為官方語言，西語人口或通西語者佔46%

• 幣制：貝里斯幣（Belizean Dollar, BZD）

• 政治制度：貝里斯屬大英國協一員，英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為名義元首，實行內閣制之政黨政治，政局穩定。

• 現任總理：布里斯諾（John Briceño）

• 駐華大使：碧坎蒂（Candice Pitts）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局全球資訊網



瓜地馬拉 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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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瓜地馬拉市（Guatemala City）

• 國土面積：108,889 平方公里

• 人口總數：1,814萬人（2020年3月），旅居海外僑民約300萬人。

• 宗教：天主教、基督教

• 語言：西班牙語

• 幣制：格查爾（Quetzal），Quetzal亦為瓜國國鳥。

• 政治制度：共和國/總統制，總統為最高行政首長，任期4年，終身
不得再選。

• 現任總統：賈麥岱（Alejandro Giammattei）

• 駐華大使：葛梅斯（Willy Gómez）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局全球資訊網



宏都拉斯 Hondu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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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

• 國土面積：112,492平方公里

• 人口總數：936.8 萬人（2020年12月）

• 宗教：天主教

• 語言：西班牙語

• 幣制： Lempira

• 政治制度：共和國體，總統制，採三權分立。

• 現任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andez）

• 駐華大使：寶蒂絲妲（Eny Yamileth Bautista Guevara）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局全球資訊網



尼加拉瓜 Nicara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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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馬納瓜（Managua）

• 國土面積：130,668平方公里（約為台灣面積之3.6倍，係
中美洲面積最大之國家，其中9,240平方公里為湖泊）

• 人口總數：約為652萬人（2020年）

• 宗教：天主教

• 語言：西班牙語

• 幣制：戈爾多巴（Córdoba）

• 政治制度：總統制，任期五年。行政、立法、司法及選舉
四權分立。

• 現任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

• 駐華大使：李蜜娜（Mirna Mariela Rivera Andino）
資料來源：外交部領事局全球資訊網



我國廠商赴中美洲邦交國經貿商機分析

貝里斯

• 近 10 年的經濟成長率僅在 0.5% － 4.5%之間波動，使其人均 GDP在加

勒比海地區與前段班國家比較仍有段距離，故貝里斯政府設法引入外國

資本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並解決經常漲逆差之問題。

• 主要特色產業包括：觀光業、農林漁業、境外服務業、資通訊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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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

• 經濟型態較為傳統，需要進行轉型以增加附加價值，近 5 年的經濟成

長率約穩定在 3-4%間，但該國過去長期內戰，經濟體質有待轉型，未

來五年經濟政策的主旨，在於推動全面性經濟成長且避免成長停滯。

• 主要特色產業包括：農業、工業（紡織成衣業、加工製造業）、服務

外包產業和旅遊業。

我國廠商赴中美洲邦交國經貿商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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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

• 經濟發展程度相較於其他中美洲國家較為落後，本身資本不足，且近

10 年來儲蓄率均低於 10%，短期內難以累積大量資本。

• 該國政府目前正針對國內的投資環境進行改善，使其投資環境得與其他

國家並駕齊驅。

• 主要特色產業包括：加工出口業、農林漁牧業、金融服務業和觀光業。

我國廠商赴中美洲邦交國經貿商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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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 經濟成長率在近 10 年來有 3 年超過 20%，但也有一半的時間為負成

長或零成長。為穩定該國經濟成長，尼加拉瓜政府也推動出口免稅區、

促進再生能源與旅遊業的發展。

• 主要特色產業包括：農業、免稅出口區、營建業、商業、觀光業、通訊

業和能源業。

我國廠商赴中美洲邦交國經貿商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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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投資商機 SWOT分析

Strength

Threats

Opportunities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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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投資優勢 STRENGTH

1.     為台灣邦交國，有政府獎勵及補助；我方駐各國大使館

就近提供資訊及服務，協助保障我業者權益。

2. 中美洲4國與我國、美國及歐洲等國，均有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FTA)，互免關稅之優惠條件。

3. 近北美洲/南美洲/墨西哥8.5億人口的市場。

4. 農漁牧產豐富，天然生產環境佳。

5. 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土地/人工/運費）。

6. 中南美洲經貿事務人才（外文系、西語系及台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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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投資機會 OPPORTUNITIES

1. 農產品加工業（蔬果/海產/畜牧/製糖/橡膠等）

2. 傳統製造業（塑膠射出/小家電/生活用品等）

3. 紡織加工出口

4. 鞋類生產出口

5. 再生能源（太陽能電廠等）

6. 發貨倉庫/轉口貿易（汽車零配件/電子產品/家用品等）

7. 原物料採購商機：蔗糖/咖啡/肉品/海產/橡膠/棕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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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投資弱點 ＷEAKNESS

1. 地點距離台灣較遠（影響貨品運費及公司管理）

2. 語言文化隔閡（當地以西文為官方語言/僅貝里斯為英文）

3. 基礎設施仍持續改善加強中（如電力供應與電費較高）

4. 製造產業鏈較不完整（較不適合精密電子業等）

5. 技術勞工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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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投資威脅 THREATS

1. 中國大陸貨品傾銷/搶占中美洲資源

2. 治安問題

3. 內部消費市場不大

4. 產品包裝行銷尚待改進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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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邦交國投資與貿易拓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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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協助廠商至邦交國投資與貿易建議

1. 政府應提供疫情後中美洲國家市場商機資訊，注意各國風土民情與法
規、文化差異；聘用熟悉中美洲文化及當地語言人才；尋找可信賴的
當地合作夥伴拓展當地市場。

2. 政府應選擇適合的產業，以鼓勵企業至中美洲投資布局，並協助台商
在中美洲處理金流與物流問題。

3. 政府應積極鼓勵台灣金融機構前往中美洲設點，以協助中美洲台商獲
得資金協助與保障。

4. 積極擴展與中美洲其他國家簽署 FTA/ECA 之可能性，並重新檢視現
有 FTA/ECA 對台商之實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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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廠商赴中美洲邦交國投資與貿易建議

1. 我國廠商赴中美洲設廠生產，將有助於輸出歐美地區時，同時享
受低生產價格和歐美國家貿易優惠措施、自由貿易協定所提供的
低關稅雙重優惠。

2. 可考慮食品加工業與成衣服飾等技術層次不算高，且需要利用低
成本生產來壓低價格，以增加產品競爭力的產業，或旅遊產業進
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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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區域聯合推廣計畫

Belize    Guatemala   Honduras   Nicarag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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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投資及旅遊推廣

參加國際商展、籌組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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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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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禮品暨文具展

中美洲駐台大使 CATO主任 貝里斯大使

瓜地馬拉大使 宏都拉斯大使 尼加拉瓜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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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食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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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199週年獨立紀念日慶祝酒會
(宏、瓜、尼) Sep.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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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4 歡慶與貝里斯建交30週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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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 America Taiwan 中美洲足球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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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咖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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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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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投資商機說明會- 個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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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線上經貿說明會 - 個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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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漁業展」與「臺灣智慧農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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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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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aval Taipéi 台北拉丁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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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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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遊未盡」中美洲旅遊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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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協攜手我業者採購中美洲友邦優質白蝦、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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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咖啡暨可可產業商機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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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投資商機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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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籌組中美洲邦交國商務考察團

強化雙邊經貿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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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貝里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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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貝里斯陳大使陪同考察團拜會貝里斯總理 外交部葉司長率訪團拜會貝里斯總理
（全體團員合影）



拜會瓜地馬拉內閣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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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國部長與全體團員合影 神通丘副總向瓜國部長簡報



拜會瓜地馬拉安地瓜(Antigua)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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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地瓜市長致贈外交部葉司長紀念品 安地瓜市長與全體團員合影



瓜地馬拉總統參訪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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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國總統致贈神通蘇亮董事長紀念品 神通迎賓機器人歡迎瓜國總統



58貝里斯警政署副署長-Edward

瓜地馬拉駐華大使-Gómez 巴拉圭駐華大使-Marcial宏都拉斯駐華大使-Bautista

外貿協會黃志芳董事長領隊-駐華使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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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介紹
www.cato.com.tw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依據「加強對中美洲國家經貿合作方案」成立於

1997年，主要配合中華民國政府政策，針對中美洲邦交國（目前包括

貝里斯Belize、瓜地馬拉Guatemala、宏都拉斯Honduras以及尼加

拉瓜Nicaragua）駐華大使館需求，推動各項促進與台灣雙邊貿易、

企業合作、投資開發及觀光旅遊等關係的業務。執行方式透過個別國

家及區域性推廣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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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to.com.tw/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Central America Trade Office

電話：(02)8789-1592
傳真：(02)2723-6328

台北市110信義路五段五號7樓7A09室
信箱：cato@cato.com.tw
網站：www.cato.com.tw 廖鴻達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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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瓜地馬拉-提卡爾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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