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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經貿投資環境簡介一覽表 

我國駐館專責窗口:林小玲秘書 聯繫方式(含電郵):+502-23390708 guatemala@moea.gov.tw 

 

項目 內容 資料來源 

一、投資環境說明 

(一)當地總體投資條件

與潛力說明 

一、  瓜國具多樣性氣候、天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

越，鄰近美、加、墨及中南美洲國家廣大市場，可快速供

應及節省運輸成本。2021 年瓜國人口約 1,710 萬，勞動人

口 640 萬，且 70%為 40 歲以下青年。與美國、墨西哥、

多明尼加、巴拿馬、中華民國、哥倫比亞、智利、厄瓜

多、英國及歐盟等 12 個自由貿易協定均已生效，提供優

惠，市場利基大。 

二、 根據瓜國中央銀行資料，2021年前 3季外人投資以金

融保險業、商業及製造業為主，投資額 8 億 2,150 萬美

元，主要外資來源國為哥倫比亞、墨西哥及美國等。為創

造就業機會，政府推動政府與民間合資計畫外，亦推動吸

引外人投資製造業、輕工業、組裝業等。惟近年來天然資

源、農業、社會政策、治安及勞工等方面的社會衝突激

增，包括礦產開發、能源水力廠建造、農地侵占、土地權

及河水灌溉爭執等對外人投資造成負面影響。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二)聘僱外籍人員及居

留申請規定 

一、臨時居留（瓜國移民局規定） 

(一)申請表 

(二)護照正本及護照影本乙份（須經驗證）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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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備文件 

1.駐瓜地馬拉本國大使館或領事館核發之有效護照證明文

件。來自與瓜地馬拉無邦交關係之國家國民須檢附出生證

明。 

2.最近照片。 

3.保證人（可為瓜地馬拉籍、個人及法人）證明；及經濟

償付能力證明。 

4.保證人向法院申報經濟能力文件，並明列納稅編號及繳

稅（營業稅及所得稅）申報文件。 

5.保證人經合法驗證之身份證影本。 

6.保證人收入證明。 

7.近 5年內居住國核發之無犯罪前科紀錄證明。倘該國無

核發無犯罪前科紀錄或類似證明應檢具該國無核發該項紀

錄證明文件。 

二、永久居留（瓜國移民局規定） 

(一)申請表 

(二)護照正本及護照影本乙份（須經驗證） 

(三)必備文件 

1.駐瓜地馬拉本國大使館或領事館核發之有效護照證明文

件。與瓜地馬拉無邦交關係之國家國民須檢附出生證明。 

2.近 5年內居住國核發之無犯罪前科紀錄證明。倘該國無

核發無犯罪前科紀錄或類似證明應檢具該國無核發該項紀

錄證明文件。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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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第 95-98移民法第 21條規定： 

(1)以投資人身份，檢附合法投資文件予以證明。 

(2)以投資人配偶或未成年或未婚子女身份。 

(3)瓜地馬拉籍國民之眷屬：無瓜地馬拉籍之配偶，子女及

父母親。 

(4)登記為臨時居留之裁定影本。 

(5)具科學、技術、藝術及體育方面傑出表現證明。 

4.前瓜地馬拉保證人或新保證人保證擔保或同意函。 

註：詳細規定請上瓜國移民局網頁查詢，網址

https://igm.gob.gt/。另建議委託律師申請臨時居留及永久

居留。 

(三)當地申設公司程序

及所需文件 

依瓜國外人投資法第 9-98號法令，外國人享有國民待

遇，因此外國人可直接成立外國公司（分公司）或本地公

司。 

一、外國分公司（Branch） 

(一)外國法人擬在瓜國營業或設立分公司須依下列程序辦

理： 

1.商業登記處辦理登記。 

2.稅捐稽徵處（SAT）辦理登記。 

(二)商業登記需備文件 

1.母公司授權書及公司章程文件（需經公證、由瓜地馬拉

大使館驗證及瓜國外交部驗證，所有文件必須譯成西班牙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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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銀行開戶資料 

3.商業登記申請書 

(三)商業登記所需時間及費用 

商業登記所需時間約為 17天，相關申請規費約 5,250瓜幤

（約 690美元），並可委託律師辦理。 

(四)完成營業登記後須向稅捐稽徵處（SAT）申請稅籍號

碼（NIT），以利所得稅及加值稅申報之需要。 

二、瓜地馬拉本國公司 

瓜國經濟部商業登記處為簡化新設公司申請流程，該處成

立「快速服務窗口（Ventanilla Á gil Plus）」，提供辦理稅

籍號碼（NIT）及臨時新設公司登記等服務。申請人可於

24-72 小時內取得上述二項臨時登記，經瓜國政府公報刊

登相關申請登記事項，如無人異議，則完成登記程序，並

取得正式公司登記證，所需申請時間為 17-20天。 

https://asisehace.gt/procedure/391/401/step/2728?l=es 

 

(四)租稅規定及融資環

境說明 

一、租稅規定: 

（一）加值營業稅（IVA）： 

下列交易將在初期價格課徵 12%之加值營業稅： 

1.國內商品出售 

2.國境內提供各種服務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瓜國

賦稅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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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口貨品 

4.商品及不動產之出租 

5.以商品或不動產償還債務 

6.不動產之出售及交換 

7.捐贈設備及不動產 

（二）營業所得稅 

1.納稅人： 

目前依瓜國第 10-2012法令有關所得稅法規定，所有個人

及公司在瓜國境內之各項收入及資本利得均需繳交所得

稅，外國自然人或法人只要在瓜地馬拉經營事業並有資產

及可稅所得者，均需繳納所得稅。 

2.公司所得稅率： 

每月公司營業所得介於 0.01 元至 3萬元瓜幣者免繳固定

稅，但須繳納 5%強制所得稅；每月公司營業所得 3萬元

瓜幣以上者繳固定稅 1 ,500元瓜幣，及繳納 7%強制所得

稅。或採取年營利所得稅繳納 25%方式。 

（三）個人所得稅 

1.居民 

（1）所得稅率： 

 年薪淨額介於 0.01元至 30萬元瓜幣者免繳固定稅，

但須繳納 5%強制所得稅；年薪 30萬元瓜幣以上者繳

固定稅 1萬 2,000元瓜幣，及繳納 7%強制所得稅。 

（2）個人扣除額： 

瓜國 PWC

會計事務

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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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瓜地馬拉第 10-2012號「賦稅更新法」法令規定，

扣除額提高至 60,000 元瓜幣（48,000元瓜幣自動扣

除，12,000元瓜幣必須檢據發票扣抵）。員工年中福

利金（BONO14）及年終獎金全額免稅扣抵。 

（四）進出口稅 

依進口貨物之 CIF價按中美洲統一關稅制度（SAC）之適

用稅則課徵。一般進口關稅資本財大多零關稅，其他約在

0%-20%之間，另須繳交進口貨物稅 12%。出口部分並無

課徵出口關稅。 

（五）其他重要稅制 

1.印花稅 

本項稅率以法律文件所載之價值之 3%課徵，交易則課徵

加值稅，不課印花稅。 

2.遺產及捐贈稅（Inheritances and Donation Tax） 

單位：瓜幣；稅率 

項目 受益人 

遺產及 

捐贈金額 

等級 

小孩

及 

配偶 

前輩及 

後輩親

戚 

親  戚 法定 

第三

者 

陌生

人 2等

親 

3等

親 

4等

親 

50,000 以下 1% 2% 3% 5% 7% 9% 12% 

至 100,000 2% 3% 4% 6% 9%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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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000 3% 4% 5% 7% 10% 11% 16% 

至 300,000 4% 5% 6% 8% 11% 12% 18% 

至 500,000 5% 6% 7% 9% 12% 13% 20% 

超過

500,000 
6% 7% 8% 10% 13% 14% 25% 

3.消費稅 

飲料、雪茄、香煙、菸草、汽油、汽車牌照、機票均需繳

消費稅 12%。機票之消費需付 12%消費稅，機場出境費為

每人 48美元（一般航空公司已將上述費用內含於機票

內）。 

4.關稅： 

所有進口貨品之申報必須檢附貨品提單、發票及相關依法

要求文件數份。限制進口貨品須先取得輸入許可；藥品必

須在原產地國已註冊；生鮮動植物及食品皆需進口許可文

件，廠商最好先查清楚。文件不齊，海關可要求提供現金

保證。貨品存關超過貨品到關日起算 60天，該貨品將被

視為放棄，或被充公拍賣。同一種標準海關表格（不是一

種進口申報）被用來中美洲共同市場商品進出使用。中美

洲共同市場（CACM）包括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

多、尼加拉瓜及哥斯大黎加。 

二、融資環境 

外商可直接向瓜國銀行申請貸款，貸款利率及比例可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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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品多寡而定，貸、放款利率仍高。瓜國利率採自由

化，由市場供需而決定，各家銀行依其主要業務性質訂定

存放款利率。依據瓜國中央銀行資料顯示，2022 年 1月瓜

國平均存、放款利率為 3.95%及 11.92%。 

二、投資重點與潛

力產業 

(一)駐在國投資重點產

業說明 

一、2021 年前 3 季瓜國外人投資金額達 8 億 2,150 萬美

元，主要外資來源國為哥倫比亞、墨西哥及美國等，重

點產業包括金融保險業、製造業、商業及汽車修業、水

電及清潔服務業、通訊業、建築業、農林漁牧業、運輸

倉儲業、旅館餐廳業及採礦業等。 

二、2021年第 1至 3季前 5大外人投資情形如下： 

(一)哥倫比亞：投資金額達 1億 8,390萬美元，主要投資業

別為金融保險業、水電及清潔服務業及製造業等。 

(二)墨西哥：投資金額達 1億 4,710萬美元，主要投資業別

為商業及汽車維修業、資通訊業及金融保險業等。 

(三)美國：投資金額達 1 億 850 萬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

商業及汽車維修業、水電衛生業及金融保險業等。 

(四)巴拿馬：投資金額為6,650萬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金

融保險業、製造業及商業等。 

(五)荷蘭：投資金額為6,290萬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製造

業及水電衛生業。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二)駐在國具投資潛力

產業說明 

一、紡織業 

(一 )瓜國紡織成衣業係創造就業及外匯來源的主要產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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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並超越傳統出口項目咖啡及蔗糖。1991 年至 2001

年係瓜國紡織成衣工業最輝煌時期，占國內生產毛額

18.3% ， 自 2002 年 起 逐 年 走 下 坡 ， 目 前 約 占

GDP8.9%。 

(二)2021 年 1 月至 11 月紡織成衣業出口達 18 億 9,173

萬美元，約占瓜國總出口之 15.4%，其中成衣出口占

12.5%、紡織原料占 2.2%，並提供 18 萬個直間接工作

機會。 

(三)依據瓜地馬拉紡拓會（Vestex）資料，目前瓜國成

衣加工廠 171 家、成衣配件廠 53 家、紡紗廠 44 家、成

品相關服務廠 23 家，大部分成衣廠為韓商，90%成衣

輸往美國。 

 

二、食品加工業 

(一)瓜國食品及飲料業為瓜國主要經濟活動之一，項目

包括肉類及其加工品、魚類及漁產加工品、蔬菜水

果、動植物食用油、動物飼料、烘焙產品、加工糖

品、麵條、其他食品、酒精飲料、非酒精飲料及礦泉

水、菸草等。 

(二)根據瓜地馬拉食品飲料公會(Cámara Guatemalteca 

de Alimentos y Bebidas)統計，2020 年食品及飲料產業

經參處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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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占瓜國 GDP5%，為瓜國第 1 大工業活動，占工業

部門產值之 38%，國內市場消費總值達 20 億美元。食

品飲料產業約有 800 家廠商，創造 11 萬個直接工作機

會、60 萬個間接工作機會。  

(三)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瓜國食品飲料業出口達 18 億

4,134 萬美元，約占瓜國總出口之 15%，主要出口國為

中美洲、墨西哥、西班牙、荷蘭、美國等。主要出口

產品為食用油、非酒精飲料、烘焙產品、肉類加工

品、調味料等。 

 

三、能源產業 

(一 )瓜地馬拉為中美洲電力輸出國，利用中美洲電網

(SIEPAC,Sistema de Interconexión Eléctrica de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Central )為區域內的國家提供彈性，

在區域電力市場(MER, Mercado Eléctrico Regional)使

其能夠輸出過剩的電力，或在電力不足時輸入。 

(二)瓜國用電普及率 88.07%，預計 2027 年達到 95%、

2032 年達到 99.9%。近年瓜國用電需求量每年平均成

長 3.35% ， 2020 年 ， 瓜 國 發 電 總 裝 置 容 量 約

4,109.53MW，再生能源及非再生能源占比分別為

77.1% 及 22.9% ，其中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為水力

(38.8%)、生質能(29.8%)、風力(4.7%)、地熱(2.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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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1.8%)。 

(三)瓜國用電量以一般住宅用量為主占 59.34%，其次

交通業 26.73%、工業 8.08%、商業 3.79%，電價介於

0.167 至 0.179 美元/度。 

(四)瓜國 2013-2027 能源政策(Política Energética 2013-

2027)設定 2027 年以前達成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須達

80%。瓜國近年積極發展水力、風力及太陽能等綠能

產業，估計水力及地熱分別有 6,000MW 及 1,000MW

發電潛力，而目前該等資源僅分別利用 24.1% 及

3.5%。 

 

三、投資優惠措施 

(一)駐在國政府優惠措

施 

一、第 19-2016 號「維持就業緊急法 (Ley Emergente 

para la Conservación del Empleo,LECE」僅限於給予紡

織成衣加工業及電話客服境外服務業財稅優惠。 

二、瓜國為推動綠能產業發展，頒布第 52-2003 法案

(再生能源發展計畫獎勵法)，針對再生能源之投資，免

除相關機械設備之進口關稅及附加價值稅，並於正式

商轉起 10 年內免除營業稅。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二)歐美給予市場准入

之優惠條件 

瓜地馬拉與美國、英國及歐盟均有自由貿易協定  關稅

優惠。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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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駐在國經商風

險說明 

(一)經濟風險說明 一、2021 年瓜國洗錢金額高達 8 億 1,680 萬美元，較

2020 年的 3 億 3,840 萬美元增加 141%。可疑交易件數

高達 5,473 件，較 2020 年的 4,229 件增加 30%。去年

洗錢案件增加原因主要與疫情期間網路交易、人口販

運及加密貨幣使用增加有關。全國經濟調查中心

（Cien）表示，去年案件暴增應視為警訊，法務部檢

察署應加強打擊洗錢案件，並研究組織犯罪型態之改

變以因應。美國智庫 GFI 表示，瓜國日益增加的勒索

犯罪亦逐漸採用洗錢手法藏匿非法所得。 

二、瓜國投資環境尚待改善部分包括治安問題、缺乏

專業人才、基礎設施待提升、法制薄弱、行政流程繁

瑣、政經不穩定、高犯罪率及販毒問題等。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二)政治風險說明 一、瓜國政府赤字及公債約占 GDP 的 2%及 25.2%，尚

待解決的問題包括政治及社會不穩定、基礎設施薄

弱、貪污、過度仰賴僑匯、低附加價值產業、全國過

半人口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兒童營養不良、收入不

均、販毒、高犯罪率及高失業率等問題。 

二、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間，共有 170 萬非法

移民企圖自美國西南方邊界進入美國。瓜國每年人口

走私金額約 12 億美元，薩爾瓦多約 2.5 億美元，宏都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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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約 12 億美元，北三角國家約 90%非法移民目的地

為美國，該等國家皆有嚴重的人口販賣及移民走私問

題，許多非法移民淪為人口販賣受害者。移民走私分

工精細，牽涉人員包括人口販子、地頭蛇及貪腐官員

等，且傭金通常以現金支付，甚難追查，每個國家人

口走私運作方式不盡相同且非常在地化，無法歸納其

發展趨勢。瓜地馬拉為非法移民進入墨西哥及美國的

最後一站，因此瓜國在移民走私網絡扮演重要角色。 

 

五、我國與駐在國

雙邊關係 

(一)雙邊經貿協定 2006 年 7月 1日臺瓜自由貿易協定生效。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二)我國對駐在國經濟

援助概況 
為協助瓜國社會經濟發展，國合會依據瓜國需求規劃及執

行相關合作計畫如下：  

一、海外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瓜地馬拉安提瓜及薩卡特佩克斯周邊鄉鎮中小企業青

創新藝特色產業發展計畫  

三、瓜地馬拉竹產業計畫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六、駐在國經商文 (一)駐在國特殊經商禮 瓜國企業 80%-85%為微小型非正式經濟，採購量較小，且 駐瓜地馬

https://www.icdf.org.tw/ct.asp?xItem=5644&ctNode=29937&mp=1
https://www.icdf.org.tw/ct.asp?xItem=56628&ctNode=29937&mp=1
https://www.icdf.org.tw/ct.asp?xItem=56628&ctNode=29937&mp=1
https://www.icdf.org.tw/ct.asp?xItem=21186&ctNode=29937&mp=1
https://www.icdf.org.tw/ct.asp?xItem=21186&ctNode=2993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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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節與習俗 付款能力低，亦有廠商以貨品抵押貸款方式出售，再按月

扣繳。大型廠商在美國銀行開設帳戶，進口貨品付款方式

一般習慣以部分電匯、部份信用狀、部份以私人美金支票

支付貨款。銀行對廠商之融資成本較高，放款利率高達

15-25%左右，廠商負擔沉重，甚少採信用狀方式交易。一

般而言，廠商仍習慣採行 30%至 40%之電匯（T/T）搭配

60 至 70%之承兌交單（D/A）或付款交單或（D/P）方式

交易。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七、駐在國經貿業

務主政機關 

(一)投資相關部門:瓜國競爭力委員會(PRONACOM) 是否已建立聯繫管道:   是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二)貿易相關部門:瓜地馬拉經濟部(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de Guatemala)、瓜地馬拉

出口業者協會(Asociación Guatemalteca de Exportadores) :是否已建立聯繫管道:  是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三)政府(採購)標案相關部門:瓜地馬拉公共採購平台 (Guatecompra) :是否已建立聯繫

管道:  是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四)主要工商協會:瓜地馬拉農工商暨金融協進會(Comité Coordinador de Asociaciones 

Agrícolas, Comerciales, Industriales y Financieras)、瓜地馬拉商業總會(Cámara de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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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rcio de Guatemala)、瓜地馬拉工業總會(Cámara de Industria de Guatemala):是否

已建立聯繫管道: 是 

經參處彙

整 

八、對我國廠商前往投資之建議 一、廠商在瓜國投資應注意事項 

依國際機構調查報告，治安、暴力犯罪及貪污是阻礙瓜國

發展的最大因素。瓜國投資處強調改善治安及減少社會衝

突是吸引外人投資重要挑戰。工業總會認為促進投資條件

為鞏固國家律法、加強基礎建設及良好治安及司法建全。 

台瓜兩國文化及民情風俗不同、當地國法律不熟悉，勞工

管理不易等因素，此外，瓜國勞工法保護當地勞工權益，

不良工會組織滋事可為投資雇主造成困擾。建議聘請合法

且可信度優良的律師及會計師，及僱用當地管理階層負責

管理及人事協調。社會治安不佳，槍枝管制不易；偷竊、

搶劫、綁架、槍殺案件時有所聞，個人安全須特別注意。 

二、可投資產業型態或產品項目 

瓜地馬拉物產豐富，天然資源多，氣候多樣性，適合農林

漁牧業發展；工業發展以民生必需品及勞力密集工業為

主。具投資潛力項目，農產加工業、製造業（紡織成衣、

電子組裝及其他裝配業）、電話客服業（Call Center）、

觀光業及基礎建設（機場、道路及港口拓寬）等大型投資

計畫（Megaproyectos）。瓜國經濟部積極推動農產加工

業、製造業（紡織成衣、電子組裝及其他裝配業）等輕工

業，吸引外人投資。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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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政府鼓勵發展綠能，如小型再生能源計畫，包括

太陽能、地熱以及微小型水力發電計畫（介於 30-

500kilovatios）、風力、廚餘等生質能源。節能省電產

業，如發電機、太陽能板、LED 燈、建材相關產品均具發

展潛力。惟居民對水力、能源發電廠建造及礦產探勘及開

發等社會衝突、居民抗爭事件多起，應多注意。 

三、可供引進技術合作項目或可在瓜國技術合作項目 

瓜國具優越地理位置，且與美國、歐盟及其他國家等 12

個自由貿易協定均已生效享有優惠關稅，可作為我商拓展

美洲及歐洲市場之跳板。有意赴瓜國投資之廠商可選擇本

地天然原物料及充足勞工，從事農產品加工、製造業、加

工業及裝配等直接投資設廠生產，並利用地利及自由貿易

協定優惠關稅，進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中南

美洲國家市場。 

九、駐在國政府推薦投資案 無  

十、臺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根據本館經參處調查，累計至 2021 年旅瓜臺商投資約計

69件，投資額 1億 3,592萬美元，創造 4,775個就業機會。

投資項目包括製造業（速食麵工廠、果凍及米花工廠、拉

鍊加工廠）；商業（百貨、手工藝材料、電腦零組件、汽

機車零配件、LED 燈及其他）；服務業（旅行社、旅館、

餐飲、咖啡店、汽車修理廠、房地產）；農業種植（蘭

花、木瓜、蔬菜、杏鮑菇）；營建業（道路工程）及重油

駐瓜地馬

拉大使館

經參處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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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等。 

十一、其他重要事項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