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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與臺灣之經濟與產業

首
先，根據Global Insight 資料庫，土耳

其人口數約為79.6百萬人，約為臺灣

人口總數2-3倍（23.5百萬人），有較我國龐

大的內需市場，其次，在人均所得方面，土

耳其和臺灣之人均GDP約分別為9,000美元、

22,000美元，顯示臺灣人民有較高的消費能

力。惟就經濟成長率方面，預期土耳其之經

濟成長率每年可達3%以上，遠高於臺灣每年

1%~2%的經濟成長率，表示土耳其為開發中

的經濟體，而臺灣則進入已開發水準國家之

林，兩國間具經濟互補性，例如臺灣可將相

對成熟的製造技術、商業模式，帶到具備較

高成長動能的土耳其加以運用，借重土耳其

當地市場，增進雙方發展及成長。此外，兩

國間幣值對美元匯率尚稱穩定，穩定的匯率

對於雙邊貿易和交流有相當大的助益，廠商

在進行商業往來時，可降低交易風險和交易

成本。有關土耳其和臺灣之總體詳細數據比

較如表1所示。

另外，由雙邊產業結構而言，土耳其

和臺灣均以服務業為主，服務業GDP占整

體GDP比重超過60%，而在初級和次級產業

方面則略有差異，土耳其之農業部門占比超

過百分之八，製造業則約占百分之十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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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土耳其的貿易和投資關係自2000年後進入新階段，許多在臺灣具代表性企

業先後訪問土耳其，且臺土民間雙方亦經常聯合舉行年度的「臺灣－土耳其經濟合作會

議」。未來兩國可朝加強雙邊市場的連結、增進兩國經濟互補關係、促進兩國之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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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臺灣之農業部門占比則僅約百分之

二，製造業占比則超過百分之三十，隱含雙

方在產業上可能存在合作空間，例如臺灣以

農業技術與各國交流，土耳其亦有較佳之農

業規模，雙方可循此建立合作關係，其次，

臺灣製造業亦相對成熟，可研析與土耳其製

造業進行各層面之發展契機，例如資訊與通

信科技產業（ICT）、消費電子產品、機械、

車輛及汽車零件產業等，至於兩國之產業結

構現況及其相關占比統計詳見表2所示。

表1　土耳其和臺灣之總體經濟數據

國家 土耳其 臺灣

年份 2015 2016 2020 2025 2015 2016 2020 2025

人口（百萬人） 78.7 79.6 82.3 84.9 23.5 23.5 23.7 24.0

實質GDP（十億美元-2010基準） 907.3 934.9 1,063.9 1,271.0 505.7 511.9 562.5 646.3

名目人均GDP（名目美元/人） 9,141.5 9,067.1 12,821.5 19,658.8 22,204.0 22,236.2 27,448.5 36,375.0

實質GDP成長率（與前一年相較
之變動百分比）

3.9 3.0 3.3 3.6 0.6 1.2 2.8 2.8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變化百

分比）
7.7 7.3 6.1 5.1 -0.3 1.1 1.5 2.1

平均匯率（每一美元兌換他國貨

幣）
2.72 3.01 3.03 2.96 31.91 32.68 30.54 29.21

年度財政收支（十億美元） -8.7 -18.1 -19.5 -32.7 -0.3 -3.4 -2.8 -2.6

註：反灰底部分為預測值。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Global Insight。

表2　臺灣及土耳其之產業結構
（各產業占GDP之比率，單位：%）

國家／產業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臺灣

農業 1.84 2.28 2.35 2.47 2.45 2.48

工業 36.50 35.68 34.80 34.22 33.66 33.16

　工業—製造業 31.27 29.70 28.01 27.69 27.21 26.76

服務業 61.66 62.04 62.85 63.32 63.89 64.37

土耳其

農業 8.53 8.42 8.32 7.93 7.57 7.28

工業 27.31 27.19 26.73 25.88 25.51 25.48

　工業—製造業 17.65 18.06 18.27 18.38 18.40 18.48

服務業 64.16 64.39 64.95 66.20 66.92 67.24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Global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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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土耳其的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

臺灣與土耳其的貿易和投資關係自2000

年後進入新階段。許多臺灣代表性企業於

2001年訪問土耳其，且自2007年以來，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CIECA）和土耳其

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DEIK）亦舉行年度的

「臺灣－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臺灣與土

耳其之間日益增多的接觸，不僅促使兩國增

強其貿易關係，也擴大近年來相互投資。根

據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共同設立

的機構國際貿易中心（ITC）資料庫之統計

（見表3與圖1），2015年土耳其出口額、進

口額和貿易總額分別為1,439億美元、2,072億

美元和3,511億美元；臺灣的出口額、進口額

和貿易總額分別為2,800億美元、2,255億美元

和5,085億美元。從土耳其和臺灣之間的貿易

概況可看出，兩個國家雖非彼此的主要貿易

夥伴，然而，土耳其和臺灣之間的雙邊貿易

呈高度成長且更加密切。如圖1所示，2001年

至2015年期間，雙方貿易總值從3.09億美元

增加至16.89億美元，換算為年複合成長率達

12.9%，顯示雙邊貿易額大幅增長。再者，

在雙邊投資方面，臺灣對土耳其的投資金額

約為11.361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業有貿易、

電腦、電子光學產品、汽車及零件、紡織機

械、金屬製品及化工原料；土耳其對臺灣的

投資金額則約為3.427百萬美元，主要投資行

業有貿易、皮革、毛皮及相關產品、電腦、

電子光學產品、電氣設備、住宿和食品服務

活動，以及金融和保險活動等。

此外，由土耳其和臺灣主要進口產品，

我們可以發現潛在合作機會。表4中，土耳其

主要進口產品是礦物燃料、機械、電機和設

備，車輛和鋼鐵。由於臺灣在機械、電氣機

械設備和鋼鐵方面具有卓越的技術和優勢，

因此未來雙方可以考慮加強和深化土耳其及

臺灣在這些產業或商品上之合作關係。

表3ā土耳其和臺灣貿易概況

國家 土耳其 臺灣

對全球進口金額 2,072億美元 2,285億美元

對全球出口金額 1,439億美元 2,800億美元

主要進口市場
中國大陸、德國、俄羅斯、美國、義大利

PS. 臺灣是土耳其第24大進口市場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韓國、德國

PS. 土耳其是臺灣第55大進口市場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英國、伊拉克、義大利、美國 中國大陸、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

投資關係

臺灣投資土耳其金額約11.361百萬美元
（1952年至2015年12月止）

主要投資產業：貿易、電腦、電子及光學

產品、汽車及零件、紡織機械、金屬製品

及化學材料。

土耳其投資臺灣金額約3.427百萬美元（1952年
至2015年12月止）

主要投資產業：貿易、皮革、毛皮及相關產

品、電腦、電子和光學產品、電氣設備、住宿

和食品服務，以及金融和保險活動。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ITC）、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土耳其國家檔」（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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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ā臺灣與土耳其之雙邊貿易總額（2001-2015年）

註：臺灣出口至土耳其總值與貿易總金額為左座標軸；臺灣自土耳其進口總值為右座標軸。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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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土耳其之間建立更緊密經濟

關係之益處

基本上，臺灣與土耳其之間建立更緊密

經濟關係之益處如下：

1.增強兩國進口市場的連結

世界貿易流動和經濟成長放緩於近年

來已成為一種新的常態，為了擴大出口以促

進經濟成長，主要出口國皆努力開放其出口

市場。此外，除了在多邊貿易體制下進行貿

易，透過加強雙邊或區域經濟合作方式，將

是實現擴大出口政策目標的另一種良好互補

方法。因此，一旦臺灣和土耳其今後能夠建

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將得以增加參與兩國

進口市場的機會（2015年臺灣和土耳其的進

口市場分別為2,285億美元和2,072億美元）和

促進雙邊貿易關係。 

2.增強兩國的經濟互補關係

農業、食品及商業服務等產業，是土

耳其發展部「第十個發展規劃（2014-2018

年）」之重點和策略性行業，土耳其政府還

計劃利用資訊與通信科技來建立有效的公共

管理系統。由於土耳其在農業和食品之產品

和市場規模上具有優勢，將成為土耳其擴大

出口至臺灣和其他海外市場的利基。另一方

面，臺灣則可以提供資訊與通信科技、機械

和車輛零件的商品和服務，以提高土耳其相

關產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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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ā2015年土耳其及臺灣之主要進口品項

國
家

土耳其 臺灣

主
要
進
口
產
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但原油除外；以石油或

瀝青質礦物為基本成份之未列名製品，其含石油或提自

瀝青質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70%及以上者；廢油）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

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積體電路（包括處理器、控制器、記憶體及放大

器））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或半柴油引擎））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原油）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

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生產半導體晶圓用之掃描對準機）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第8702節
所列者除外），包括旅行車及賽車）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

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供計量或檢查半導體晶圓或裝置之儀器及器具）

鋼鐵

（鐵屬廢料及碎屑；重熔用廢鋼鐵鑄錠）

有機化學產品

（對二甲苯）

塑膠及其製品 
（丙烯或其他烯烴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汽缸容

量超過1,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3,000立方公分者）

有機化學產品 
（乙二醇）

鋼鐵

（SUS304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
酸洗，捲盤狀，厚度3公厘及以上，但小於4.75公厘
者）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

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

圖器、其他電氣醫療器具及測定目力儀器）

塑膠及其製品 
（醋酸纖維素製板、片、箔、薄膜及扁條）

醫藥品

（醫藥製劑（不包括第3002、3005或3006節所列者），
包含兩種或以上之成分業經混合供治療或預防疾病之

用，不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雜項化學產品

（矽晶圓，直徑6吋及以上，但未達8吋者）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

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黃金（包括鍍鉑者），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

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黃金條塊，非貨幣用）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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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兩國之間文化和人力資本的 
相互作用

臺灣和土耳其也可以透過經濟合作加強

文化和人力資本的相互作用，建立牢固的雙

邊關係。兩國人民透過學術交流和文化活動

不僅可逐漸加深彼此了解，這些措施也能夠

豐富兩國的人力資本，並且支持臺灣與土耳

其雙方發展永續和長期之關係。

4. 加強臺灣和土耳其之間的聯繫，建立
雙方跨區域的樞紐夥伴關係

臺灣是跨國公司在亞太地區建立總部

的絕佳地點之一，在過去幾十年裡，臺灣與

歐洲、美國、日本以及其他亞洲新興國家，

在製造業及服務業領域建立強大的供應鏈關

係。例如，臺灣的高科技和資訊部門透過新

竹科學園區，整合矽谷之研發運作與供應

鏈，進一步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亞洲超過半

數百大IT公司在臺灣建立運營中心。此外，臺

灣也是全球創新的主要中心，有超過30家跨

國公司，包括惠普、戴爾、IBM、英特爾、康

寧、杜邦、微軟等，已在臺灣建立了105個研

發中心。因此，臺灣處於非常關鍵的核心位

置，藉由臺灣廣泛的投資和商業聯繫網絡，

可幫助其他國家/地區連接主要亞太市場。

其次，土耳其亦具全球性關鍵地位，

其能連接歐洲、中東、非洲和中亞市場，極

具地理和經濟優勢。在地理位置上，土耳其

是東西和南北軸之間的天然橋樑，其中心位

置為主要貿易夥伴創造效率和成本效益兼具

的出口腹地及市場；而在經濟上，土耳其自

1996年起，參與歐盟之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並與27個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同時尚有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正在進行中。因此，土耳其可接觸歐洲、歐

亞、中東和北非的16億客戶，這意味與其建

立經貿聯繫，將有機會藉此前進具備2.4兆美

元GDP的廣大市場。

是故，由於臺灣與土耳其分別在亞太地

區和歐亞大陸的貿易和投資領域中扮演重要

角色，故兩國在未來可考慮發展更緊密的聯

繫以成為跨區域的樞紐夥伴。

結論與建議

臺灣和土耳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關係自

2000年以來有重大進展。在全球化的時代，

地理上的距離和位置，不再是臺灣和土耳其

之間發展更密切經濟關係的障礙。相反地，

這兩個國家所擁有的多元化地理特性和商業

網絡，可能會為臺灣和土耳其開展更多創造

性計畫，以及帶來促進雙邊合作之優勢。

因此，綜合前述分析，本文提供四項能

夠加強臺灣與土耳其之間貿易、投資與文化

聯繫的政策建議，包括：

1.  臺灣和土耳其應繼續開展貿易促進項目，

以增加雙邊貿易和投資量，及增進對彼此

市場的了解。

2.  臺灣和土耳其可增進雙邊合作，加強兩國

經濟關係之互補，以及解決可能對雙邊貿

易和投資產生負面影響的關鍵問題。

3.  臺灣和土耳其可藉學術交流和文化活動豐

富人力資本，以支持兩國間長期發展。

4.  臺灣和土耳其應擴大雙邊經濟往來，建立跨

區域樞紐合作夥伴關係，在其管理良好的商

業網絡區域市場分享商機，共創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