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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巴西是拉丁美洲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的多種族融合國家，

並是名列金磚五國之一的開放市場。巴西領土面積達851萬平方

公里，是臺灣的236倍之大，行政區劃共區分為東北、北、中

西、東南及南等五區，而聖保羅州及里約州所處的東南區，即

為巴西的最重要市場，無論是消費人口、GDP或消費額，均居五

區之首。 

  我國與巴西間存有相當緊密之經貿聯繫，我國除是巴西的

第35位主要出口國，同時是該國的第16位主要進口來源國。為

持續推動巴我雙邊互動及經貿發展，我國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

設有「駐巴西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並在其商業重鎮聖保羅

市設立「駐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巴西政府亦在臺北

設立「巴西商務辦事處」。 

  巴西消費人口眾多，是一個極具拓銷及投資潛力的新興市

場；除近年出口呈成長的積體電路及聚乙烯等產品外，近年巴

西政府致力於發展綠能產業，是我國規模成熟的綠能產業可積

極布局的潛力市場。 

  本手冊之編纂，旨在使各界瞭解本地的經濟發展概況、相

關投資機會並促進商機交流，在我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指導

下，撰寫完成本「巴西聖保羅臺商投資環境報告」，報告內容除

參考本處經濟組每月定期發布的經濟動態月報，並彙整文教中心

對臺商發展的長期觀察，也考察我外貿協會提供的商情資訊，

希冀提供巴西經濟概況，以及各種商情與臺商資訊，給臺灣及

海外各界參考。 

特此為序 

駐聖保羅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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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巴西經濟概況 

一、總體經濟 

(一) 巴西世界競爭力排名第57位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21年世界競爭力報告中，巴

西在64個國家中排名第57位，較前次排退步1名。巴西於各

項評比中，「經濟表現」排名全球第51名、「政府效能」

排第62名、「經商效率」排第49名，在「基礎建設」排第

52名。拉丁美洲國家排名最佳為智利，排名44名，墨西哥

為第55名、祕魯為第58名、阿根廷為第63名，委內瑞拉則

敬陪末座。 

(二) 經商環境全球排名第124位 

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2020經商環境報告」，巴

西排名第124名，較前次下降8名，排名在巴拉圭(第125

名)及阿根廷(第126名)之前；智利為拉丁美洲排名最佳

之國家，排名第59名、墨西哥則為第60名。報告針對190

個國家經商環境以10個指標來評估，另指出，巴西本次

進步之項目，如簡化公司登記及縮短時間、減少工作所

需之數位證明成本、降低登記資產之官僚作業程序(如聖

保羅州採取線上支付系統及里約市取得財產證明)。與上

年相比，唯一惡化項目為取得建築執照(排第170位)。此

次結果巴西即使分數有所改善但排名仍退後之原因指

出，其他國家改革速度超過巴西。 

二、經濟現況及政策 

(一) 2021年經濟復甦明顯 

根據巴西國家地理暨統計局(IBGE)資料，巴西2020年GDP

衰退4.1%，主要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影響，農業、

工業及服務業部門均呈衰退。巴西中央銀行預期2021年

GDP成長率為5.5%，2022年為1.4%。惟受國內政治緊張局

勢、財政風險和不斷上調的基準利率影響，2021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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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GDP成長仍出現不確定性。 

(二) 2021年對外貿易進出口均出現成長 

依據巴西經濟部之統計資料，2020年巴西對外貿易總額

為3,687億美元，較前（2019）年衰退8.4%；其中出口金

額為2,098億美元，較前年衰退6.9%，進口總額達1,589

億美元，較前年衰退10.4%，順差金額達508.9億美元。

2021年1月至9月對外貿易總額為3,701億美元，其中巴西

出口金額為2,133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成長37.0%，進口

總額達1,567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成長36.4%，順差金額

達565億美元。 

(三) 基本利率調升至7.75% 

巴西中央銀行從2019年6月起連4次調降基本利率，2020

年2月降至4.25%，維持低利率有助企業籌措資金及刺激

經濟成長。 

2020年2月底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經濟影響擴大，美

國股市領軍大跌，巴西股市連帶受影響連日下跌，巴幣

兌美元亦大幅貶值，巴西央行為穩定市場人心，於2020

年3月至4月間連續降息3次，基本利率已降至2%，低利率

並維持至2021年初。 

2021年初起，巴西通貨膨脹情形嚴重，為控制通貨膨脹

於目標區間，巴西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Copom)於2021年

1月17 日將基本利率(Selic)從2%調升至2.75%；貨幣政

策委員會續分別於6月至9月決議分別調高1%至6.25%；10

月27日大幅調升基準利率1.5%至7.75%。 

該委員會目前已預測目標通膨區間值恐仍高於預期，

2021年底將續調高基準利率至8.75%以上，預估於2022年

基準利率為9.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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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降低關稅 

巴西經濟部陸續檢討關稅並降稅，並將巴西未有生產之

工業用機器、設備、資通訊產品免除關稅，主要用於食

品、醫藥、塑膠、陶瓷、金屬、木材和沖壓等行業。至

2021年12月底止，產品稅率將從最高16%降為零。經濟部

統計有2,514項不同於南方共市關稅(Ex-tarifários)獲

降稅，其目的在於減少在巴西生產性投資之成本並鼓勵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三、2022年經濟展望 

分析報告指出，巴國受到2022年總統大選、財政風險和不斷上調基

準利率，影響外人投資意願，間接影響巴西經濟增長。中央銀行已

將2022年經濟成長下調至1.4%，國際貨幣基金則下調至1.5%。經濟

部長Paulo Guedes則樂觀稱，2022年經濟成長將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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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巴西商情資訊 

巴西全國工業總會在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上表示，巴

西具備足夠的條件在全球經濟脫碳進程中，處於領導的地

位，並在提供生物多樣性產品方面，具在全球之突出地位。

巴西工業已經大量投資於減少甚至將溫室氣體排放為零作為

優先處理事項之一。而巴西總統強調巴西擁有地球上最大的

生物多樣性、最大和最豐富的森林覆蓋以及最大的海洋區

域，因此在氣候變化方面，一直尋求解決方案。而環保部長

重申巴西是「綠色大國」，並宣布新的氣候目標，即到2030

年將碳排放量從43%減少到50%；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 

為達到該目標，巴西將全力推動：能源轉型、碳定價、

循環經濟和森林保護等四大政策。能源轉型是擴大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承認生物燃料的重要性，鼓勵合理的能源消耗和

能源效率行動；碳定價則建議採用基於「總量控制和交易」

制度的市場，其中排放量低於授權的公司可以將剩餘的排放

量出售給向大氣中排放更多溫室氣體的公司，這將鼓勵投資

在清潔技術方面。在循環經濟方面則採用自然資源的戰略管

理，在整個價值鏈中擴展生態設計、維護、再利用、再製造

和回收利用等循環經濟。在森林保護方面，加強可持續森林

管理和鼓勵以生物經濟為重點的商業，採取更有效的行動打

擊非法砍伐森林和火災，尤其是在亞馬遜地區。 

在上述四個目標中，巴西在能源轉型上已出現成效，根

據巴西EPE公布的國家能源平衡（BEN 2021）總結報告，2020

年全國84.8%的國內電力供應來自可再生能源，其中水力

（65.2%）領先。但風力發電不斷擴大（8.8%）、生物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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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的表現參與和太陽能(1.7%)均明顯出現成長。根據國

際能源署(IEA)的說法，在美國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的成員國中，這一比例介乎18%和27％之間，而2018年世界平

均發電量只有25%來自可再生能源，顯示巴西在執行能源轉型

上成效甚佳。據估計，巴西風力發電將由目前的17.7GW提升

到30.2GW(2024年)，到2030年可增加多16.4GW；在太陽能方

面，則由4.4GW提升到8.3GW(2021年)，到2030年可增加多

5.3GW。巴西的能源轉型政策，使巴西碳排放量由2019年的4

億1,900萬噸，降至2020年的3億9,800萬噸。可再生能源對巴

西執行減碳計畫十分重要，2021年巴西甘蔗生質能源使巴西

減少排放400萬噸之二氧化碳，太陽能減少1,000萬噸，而風

能則為2,120萬噸。 

巴西業者在COP26會議上除表示巴西未來將全力配合全球

減碳計畫外，並展示巴西減碳過程出現龐大之商機，以吸外

國外業者前來巴西投資綠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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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巴西臺商資訊 

一、巴西臺商發展現況 

(一)臺商組織 

巴西目前共有四個主要臺商組織：巴西臺灣商會（Camara de 

Comercio Brasil-Taiwan）、巴西臺灣青商會（Camara de 

Comercio Junior Brasil-Taiwan）、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巴西分會（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Brasil）以及國際青年商會巴西華僑分會（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Brasil China）；巴西臺灣商會於

1995年7月成立，現任（第14屆）會長為蔡逢興，會員人數

200人。該會對駐處及僑務工作極為支持，並於2007年結合僑

界新生代力量，成功催生出「巴西臺灣青商會」，凝聚僑社

青年團結與向心。巴西臺灣青商會現任（第4屆）會長為簡俞

育，會員人數36人，均在巴西接受大學以上教育，學有專

精，大部分繼承父業經商或自行創業，業已融入主流社會。

由於會員多忙於工作與家庭，多係協助巴西臺灣商會辦理相

關活動。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巴西分會成立於1999年

12月，現任（第9屆）會長為廖玉翠，會員人數113人，皆為

華人工商婦女菁英，以「心懷世界、掌握脈動、建立網絡、

發展經貿」為該會宗旨，活動力強。國際青年商會巴西華僑

分會成立於2004年，由巴西僑民第二、三代子弟組成，主要

從事社區服務、擴大商機及聯合國際青年發揮互助合作的精

神，現任（第15屆）會長為簡仲廷，會員人數12人。 

(二)臺商在巴西投資產業 

僑商在巴西投資總額約在數十億美元左右，人數約占臺僑人

數一半以上，主要集中在大聖保羅地區，其餘則分布在里

約、伊瓜蘇瀑布區、佛塔雷薩、勒西菲、巴伊亞（Bahia）州

等地。經營之企業以傳統產業為主，包括裝飾品、禮品、造

紙、印刷、塑膠、化工、乳品、農產加工、畜牧、屠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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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及餐飲業等；國內鴻海、華碩、仁寶等資訊電子企業集

團亦於巴西設廠。惟因巴西稅賦繁重及貧富差距懸殊等因

素，造成治安惡化；復因巴西為外匯管制國家，且無我國銀

行於巴西境內設立海外據點，爰無法提供信用保證基金、低

利貸款等相關服務，企業經營頗感艱辛。 

二、臺巴雙邊貿易概況 

根據巴西經濟部資料顯示，2020年對外貿易出口2,098億美

元，較2019年衰退6.9％，2020年進口1,589億美元，衰退

10.4％，貿易總額3,687億美元，衰退8.4%，貿易順差擴大達

508.9億美元。依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2020年我與巴西雙邊

貿易金額為30億9,809萬美元，較2019年32億3,321美元衰退

4.12%，其中我對巴西出口10億8,343萬美元，衰退8.0%，自

巴西進口20億1,466萬美元，衰退1.89%，我對巴西貿易逆差

為9億3,123萬美元。 

三、近期臺商在巴投資案例 

依據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會資料，累計至2020年12

月，我商在巴西之投資為38件，金額為4億868萬美元。主要

投資產業包括資通訊產品、金屬加工、批發及零售業、旅館

及餐飲業、房地產業及進出口業，其中重要臺商投資者計

有：鴻海（Foxconn）、精英（ECS）、華碩（ASUS）、微星

（ MSI Taiwan）、仁寶（ Compal Electronics）、技嘉

（ Gigabyte Technology）、宏碁（ ACER）、友訊（ D-

link）、Braview、巴金寶、旭源包裝科技、喬山健康科技、

研華科技（Advantech）及上銀科技（HIWIN）等。另日月光

集團環海電子公司於2018年2月宣布與高通公司合資於巴西設

立之半導體廠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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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LINE 帳號：Taiwan-Brazil 

 

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為提供巴西聖保羅周邊地區僑胞便捷快速

且免費僑務諮詢服務，特設置本LINE帳號專線，以語言、圖文具影

像等多元方式， 讓僑胞可跨越州際透過網路快速且無須支付電話費

用方式獲得各項僑務服務。歡迎僑胞朋友搜尋LINE帳號：Taiwan-

Brazil，會有專人免費提供諮詢服務與相關協助，或由以下便

利連結加入： https://line.me/ti/p/yPyvnDQnUM。 

 

https://line.me/ti/p/yPyvnDQ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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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聖保羅辦事處及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聯繫資訊 

 

一、駐聖保羅辦事處（經濟組）： 

地址： Alameda Santos, 905 - 12 andar - Cerqueira Cesar 

CEP 01419-001 – São Paulo/SP - Brasil 

電話：(55-11) 3285-6988 

傳真：(55-11) 3287-9057 

電郵：saopaulo@moea.gov.tw 

 

二、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地址： Rua São Joaquim, 460 - 3 andar – Liberdade 

CEP 01508-000 - São Paulo/SP - Brasil 

電話：(55-11) 3203-1333 

電郵：brazil@ocac.gov.tw 

LINE ID：Taiwan-Brazil 

https://line.me/ti/p/yPyvnDQnUM  

https://line.me/ti/p/yPyvnDQ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