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5-05期（新興市場） 

伊朗解禁後政經情勢及潛在商機分析 

 提報單位：外貿協會市場研究處 

 承辦人員：華紹強 

 提報日期：105.2.24 

 

壹、 國際對伊朗制裁歷程及解禁範圍 ················· 5 

一. 制裁歷程 ···································································································· 5 

二. 達成協議 ···································································································· 6 

三. 仍未解禁項目 ···························································································· 6 

四. 國際社會反應 ···························································································· 7 

貳、 伊朗重要產業，主要廠商及潛在商機概況 ····· 8 

一. 原油開採及出口 ························································································· 8 

二. 鋼鐵業 ········································································································ 9 

三. 汽車製造 ···································································································· 9 

四. 消費電子 ·································································································· 10 

五. 電子商務 ·································································································· 12 

參、 各國近期與伊朗相關經貿活動 ··················· 13 

肆、 台灣與伊朗雙邊貿易 ······························· 17 

一. 台灣對伊朗出口 ······················································································· 17 

二. 台灣自伊朗進口 ······················································································· 18 

三. 台商在伊朗投資狀況 ··············································································· 19 

附錄、 伊朗基本資料 ········································ 20 

一. 社會人文地理 ·························································································· 20 

二. 主要能源資源 ·························································································· 21 

三. 主要經濟指標 ·························································································· 21 

四. 政府組織架構 ·························································································· 22 

五. 重要商公會及貿易推廣組織 ··································································· 26 

 



 

-2- 

圖目錄 
圖 1：伊朗地圖 ·································································· 4 

圖 2：伊朗主要城市位置 ······················································· 4 

圖 3：台灣對伊朗出口金額（2011~2015） ······························· 17 

圖 4：台灣對伊朗出口金額（2015.1~11） ······························· 18 

圖 5：台灣自伊朗進口金額（2011~2015） ······························· 18 

圖 6：台灣自伊朗進口金額（2015.1~11） ······························· 19 

圖 7：伊朗政治結構 ·························································· 22 

表目錄 

表 1：伊朗內閣部會 ·························································· 23 

  



 

-3- 

前言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Implementation Day）確認伊朗遵守了阻止其發展

核武器的協議(JCPOA)，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在內正式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伊朗被凍結的 1,000 億美元資產也將解凍。 

伊朗位於中東及中亞交界處，國土面積 165 萬帄方公里，人口 8,000

萬，不論以國土面積或人口，伊朗都是中東最大的國家。根據美國能源

資訊署（EIA）的資料顯示，伊朗石油蘊藏量約 1,573 億桶，全球排名

第 4，占全球石油蘊藏量 10%，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13%。

在石油產能方面，由於國際對伊朗的貿易制裁，使得伊朗原油產能及出

口大幅下滑，從 OPEC 第 2 大產油國跌到第 4 位。 

展望 2016 年，伊朗重拾油元收入，期盼己久的外資可望重回伊朗

市場，為伊朗提高工業生產效率，並帶動對資本財的進口需求，對我國

機械、工具機及電機設備出口有正面影響。 

伊朗 24 歲以下人口占比 41.3%，54 歲以下占比 88%，不但提供充

足的勞動力，更是廣大的潛在消費族群。為因應油價下跌對伊朗所帶來

的影響，伊朗總統羅哈尼（Hassan Rouhani）也提出第 6 個 5 年國家發

展計畫，預計創造 90 萬個工作機會。若羅哈尼總統所提出的經濟振興

計畫得到支持，伊朗在就業市場復甦，民間購買力增加後，有助我國電

子、資通訊及汽配產品出口。 

我商與伊朗貿易往來密切，2014 年台灣對伊朗出口創下 9.2 億美

元的高峰。唯美國對其企業及個人與伊朗往來限制尚未完全解除，我商

與伊朗貿易通匯仍以歐元或日元等貨幣為宜。本篇分析主要彙整外貿協

會拓展處及德黑蘭台貿中心所提供的活動及商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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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伊朗地圖 

 

圖 2：伊朗主要城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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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際對伊朗制裁歷程及解禁範圍 

一. 制裁歷程 

2003 年，伊朗宣布發現並可提煉出核電廠所需的濃縮鈾後，美國

對伊朗的核計劃提出「嚴重質疑」，並提交聯合國安理會。同年 12 月，

伊朗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並暫停提煉濃縮鈾相關活動。 

2006 年 1 月，伊朗宣布恢復核燃料相關工作，伊朗核問題再度升

溫。伊朗雖聲稱僅設立核電廠且否認有發展核武意圖，惟伊朗屢次拒絕

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且違反核不擴散條約的規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對伊朗施壓無效後，自 2006 年 12 月貣陸續通過 1737、1747、1803 號

等包含制裁措施之決議文，除禁止供應伊朗核原料及技術，亦凍結與伊

朗核計畫相關的企業或個人海外資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簽署美國

2012 年國防預算案（H.R. 1540），內容包括對與伊朗中央銀行有交易的

金融機構實施制裁（SEC. 1245）。2013 年 1 月，美國公佈其「國防授

權法」，持續加強在能源、船運、造船領域的制裁，並進一步限制伊朗

在貴金屬、石墨、鋁、鋼鐵、冶金用煤和一些商務軟體領域的貿易。 

2013 年曾任伊朗核談冹首席代表的魯哈尼當選新一任的伊朗總統，

伊核問題談冹出現了新的契機。2013 年 9 月伊朗外長首次與美國、英

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大陸和德國外長就解決伊核問題面對面交換意

見。10 月間六國與伊朗在日內瓦舉行了首輪對話。11 月時，六國與伊

朗在日內瓦就解決伊核問題第一階段措施達成協議。 

原訂於 2014 年 7 月 20 日達成的協議，期限再度延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2015 年 7 月 14 日談冹終獲得突破，伊朗承諾減緩製造核武的進

度，以換取國際間全面解除對該國的能源及金融等經濟制裁。 

 

http://www.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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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達成協議 

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確認伊朗已履行與「五常加一」達成的核子協

議後，美國及歐盟國家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正式解除對伊朗的第二類

「核武相關制裁」，第一類針對武擴及恐攻的制裁仍不變。 

根據各方達成的協議，伊朗用來濃縮核子原料的離心機未來 10 年

將拆除三分之二，放棄 96%的濃縮鈾存量，並同意 IAEA 人員到伊朗境

內，檢查所有可疑的核設施，甚至容許進入軍事基地。若伊朗違反限核

協議，國際社會將在 65 天內恢復制裁。不過對伊朗的武器貿易限制將

再維持 5 年，彈道飛彈等相關技術則繼續禁運 8 年。 

三. 仍未解禁項目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Central Bank of Iran, SWIFT,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一) 第一類用以發展軍工的 392 項貨品 

2016 年 1 月 16 日解除的範圍僅是第二類核相關制裁，第一類針對

武擴及恐攻的制裁仍不變。主要用以發展軍工，如 CPU、化學品的 392

項產品列入對伊朗出口的管制。 

(二) 美國銀行及 MEHR、Saderat 及 Anwar 等伊朗銀行通匯受限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已經接受伊朗銀行重新加入通匯

運作，伊朗中央銀行（CIB）表示所有未受制裁管制的伊朗銀行於 2016

年 2 月 13 日己完成重新加入 SWIFT 程序，但 MEHR、Saderat 及 Anwar

等 3 家銀行仍在制裁之列。 

(三) 美國企業、個人及美國製品 

美國個人及企業仍禁止與伊朗交易，且輸伊朗產品中含有美國製

造之價值超過 10%者亦在禁止之列。美國銀行因此亦尚未獲准與伊朗

往來，若以美元通匯，將無法透過美國銀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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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社會反應 

伊朗總統魯哈尼 2016 年 1 月 25 日抵達義大冺，正式展開訪歐行

程，預計將造訪梵諦岡與教宗會晤，以及前往法國與法國總統歐蘭德

(Francois Hollande)見面。魯哈尼總統是伊朗 16 年內首位造訪歐洲的最

高領導人，而此次出訪的代表團更高達餘 120 人，其中，還有 6 位部長。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帄於 2016 年 1 月 22 日晚上抵達伊朗進行

國是訪問。習近帄與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會面時表示，中伊是共建「一

帶一路」的合作夥伴。中國大陸願與伊朗共同規劃「一帶一路」框架內

的基礎設施，並在能源等領域合作。伊朗外交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副部長

拉希姆普爾（Ebrahim Rahimpour）則表示，中伊將簽署 17 份合作文件，

主要涵括經濟、工業、文化及司法等領域的合作。 

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表示，伊朗已經「完成了重大的步

驟」，而這是此前很多人「覺得永遠不會到來的」。歐盟表示伊朗對協議

的遵守和經濟制裁的解除將有助改善地區與國際的和帄與安全。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認為伊朗政府仍然

想要製造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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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伊朗重要產業，主要廠商及潛在商機概況 

一. 原油開採及出口 

國際油價自 2014 年 7 月底跌破每桶 100 美元後，一路下挫，至 2016

年 1 月，一度跌破每桶 30 美元。最新西德洲原油期貨價(WTI)為每桶

31.87 美元（2016.02.23）。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中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卡達及委

內瑞拉等四大產油國就石油產量問題於 2 月 16 日達成協議，四國同意

石油產量維持 1 月 11 日的水準，不再增產，試圖止住跌跌不休的油價。 

伊朗石油部長Bijan Zangeneh表示在伊朗受到經濟制裁的這幾年，

鄰近的產油國積極擴產，伊朗經濟己保受油元收入大幅減少之苦，此刻

油價下跌，對伊朗影響己不大。伊朗不會減產，而會持續擴增石油產能，

增加對歐洲及其他國家的原油出口，以「量」增彌補「價」跌的影響。 

伊朗目前出口量估計約 130 萬桶，國際能源總署（IEA）表示，「我

們認為伊朗能在短期內就能大量增加石油出口量。油價也將下探」。石

油輸出國組織（OPEC）2015 年 6 月召開部長會議時，伊朗曾表示一旦

出口解禁，幾個月內出口量就能倍增，達到每天 230 萬桶左右。 

伊朗已與法國道達爾公司（Total）、希臘 Hellenic 石油公司簽訂供

應合約。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執行董事賈瓦迪

（Roknoddin Javadi）表示，伊朗計劃首波三批石油出口至歐洲，共運

送 400 萬桶，其中 200 萬桶運送至道達爾，其餘則供應給西班牙、俄羅

斯等國公司。第一批托運到歐洲的石油原本定於 14 日裝載。 

彭博資訊表示，道達爾、西班牙 Compania Espanola de Petroleos 煉

油廠與俄羅斯 Lukoil都已預訂伊朗原油，將由哈克島運往歐洲各港口。

負責運輸的包括一艘可搭載 200 萬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輪，另有兩艘較小

型的 Suezmax 級油輪，各可裝載約 100 萬桶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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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鋼鐵業 

伊朗擁有全世界排名第 14 的鐵礦蘊藏量，總量達 250 億公噸。目

前伊朗粗鋼年產量約 1,600 萬公噸，預計到 2025 年可達 5,200 萬公噸。

中東地區目前年需求鋼鐵量為 7,600 萬公噸，伊朗大約占了 25%，僅次

於土耳其的 35%。2025 年伊朗的預估市場粗鋼需求量達 4,600 萬公噸，

出口值約 600 萬公噸。 

伊朗主要鋼鐵公司包括 Mobarakeh 鋼鐵公司，生產 400 萬噸的多

種鋼鐵產品，包括：熱、冷軋鍍錫扁鋼，鍍鋅和彩色鍍鋅鋼。Khuzestan

鋼鐵公司是伊朗的第 2大鋼鐵廠，該公司由 2006年 10月月底投產迄今，

已生產了 2,300 萬噸的鋼材。Bonab 鋼鐵公司是伊朗最大民營鋼鐵廠，

年生產能力是 190 萬公噸，在鋼鐵公司中排名第 3 大。 

Kavian 鋼鐵公司標準產量相當於 84 萬噸厚度為 25mm 的鋼材。伊

朗國家鋼鐵工業集團生產無接縫鋼管與鋼錠，產量為每年 55 萬噸，生

產各種普通和變形鋼筋、角鋼、螺柱與鋼鐵扣。Sepahan 鋼鐵工業集團

年產量為 42 萬噸。 

三. 汽車製造 

伊朗汽車工業被視為伊朗最大的非石油產業，貢獻全國約 10%的

GDP，亦為全國製造 84 萬個工作崗位。根據國際汽車製造商組織（OICA）

報告，伊朗在 2014 年生產 109 萬輛汽車，排名全球第 18，與 2013 年

相比成長 46.7%，主要業者為 Iran Khodro 及 SAIPA，合計約佔國內汽

車生產的 90%產量以上。 

伊朗 2014 年全國車輛共有 1,157 萬輛，海外進口於 2015 年有降低

趨勢。據 Press TV 報導，外國車輛於伊朗年第一季進口數量，與去年

同季相比下降 51 個百分點。此衰退或為伊朗政府主導，目的為扶植國

內汽車產業發展。由於伊朗實施貿易保護，進口車需徵收 100%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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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國產車輛在伊朗仍有競爭力。 

Iran Khodro Company (IKCO)是國內最大的製造商，建立於 1963

年，亦有外國製造設備，諸如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委內瑞拉等。近年，

IKCO 除了積極尋求出口，亦為它牌車廠代工，如標緻汽車等。 

Saipa 是伊朗第二大造車商，製造客用、商用載具。而此公司亦正

尋求發展自有型號，如：Tiba，目前據報於伊朗有良好銷量，雷諾汽車

亦表達與其合作之意願。 

四. 消費電子 

2014 年伊朗消費電子銷售總額達到 94.3 億美元；其中電腦周邊產

品占 54%。電視、數位相機等影像電子產品則占總產值 25%；手機產

品則占總產值 21%。 

伊朗電子產品市場基本上被韓系品牌三星、LG 所把持，其耕耘伊

朗市場良久，擁有伊朗代工廠商與綿密的銷售網絡。三星層出不窮的行

銷宣傳，成功建立了在地化的形象，例如自行宣布市佔率第一以提升消

費者信心，加上高速公路隨處可見的看板，打著如｢絲綢地毯｣般的宣傳

口號，來標榜其 LED 電視的輕薄。Sony、LG 與 Sharp 亦為影音市場中

的強勢品牌，除了電視與錄放影機外，Sony 的 PS 系列電視遊樂器，也

是普遍寵愛孩童的伊朗家庭時常購買的商品之一。 

伊朗國內電腦製造業主要業務為中低端電腦的裝配，消費者除可

購買其組裝完成的電腦，亦可於大型 3C 賣場自行購買零件組裝。伊朗

國內最大的電子製造商 Maadrian 於 2006 年推出了 LCD 電視自有品牌

X-Vision，自稱為伊朗第三大 LCD 電視品牌，其製造工廠僅位於德黑

蘭 80 公里外。該公司近 10 年前替 LG 代工 LCD 顯示器，並於 2010 年

與 Sharp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由 Sharp 出資於伊朗設立裝配工廠，

Maadrian 負責組裝 32 至 55 吋之數位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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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型手機市場中，三星依然是主導者，市占率 30.1%；華為於

2014 年成長 14.7%，市占率達 21.7%。2006 年，伊朗政府為了扶植國

內手機生產，開始對進口手機徵收 60%的高關稅，在此之前的關稅僅

為 4%。此舉造成伊朗水貨猖獗，就 2013 年數據統計，有近百家非官

方的蘋果產品零售商於德黑蘭營業。政府為了打擊氾濫的商品灰市，在

2009 年再次調降稅率至 25%，但成效依舊有限。 

伊朗電子產品的配銷體系十分繁雜，大盤、中盤商林立，光是下

游零售商即有 6000 至 7000 家之眾，並且鄉村地區的零售商亦會向大城

市的商家採購，致使伊朗的銷售鏈比貣中東其他國家更為冗長。此外，

許多中盤商、零售商的貨源不是透過正式途徑，而是販售他國轉口的水

貨，這使得銷售系統更為紊亂，源頭難以管控商品品質與售後服務，可

能為品牌聲譽帶來風險。在德黑蘭，主要的電子產品商家集中於首都電

腦大樓(Capital Computer Complex)，該地有超過 350 間中小型商家銷售

各式電子產品，商品內容同質性甚高。於商場內，常常可見品牌特約經

營商，其數量繁多，並以三星的數量居首，但即使身為特約經營商，店

內卻依然常見他牌商品。 

目前，有許多品牌正尋求發展自家的銷售體系，最有成效的是三

星電子於伊朗成立的經銷商 Samsung Electronics。其不只對 3C 商場的

產品露出程度有要求，並於各大百貨 3C 商場推行三星直營店鋪，仿造

Apple Store 整齊劃一的裝修與服務，能有效吸引伊朗逛街民眾之目光。 

在制裁禁運之下，包含水貨的電子產品取得有幾種途徑，其可由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杒拜、土耳其等亞洲國家取得。其中杒拜

由於地理位置接近，為電子產品進口的大宗，約有 90%的電子產品由

杒拜進口。另外，2012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約有 16%的伊朗智慧型手

機使用者，擁有由黑市購買之蘋果 iPhone 或其他如 iPad 等蘋果產品。

走私方式可能為零售商自行空運挾帶，或經由波斯灣海運，或經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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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阿富汗、伊拉克邊界進入伊朗。 

有種普遍說法表示，伊朗官方控制的伊朗革命衛隊(IRGC)主導了

伊朗電子產品黑市，伊朗走私工業總值估計約 120 億美元，並且 IRGC

革命衛隊控制了絕大部分。此外，政府也主導了 PC 產業的銷售，來自

於政府方與商業部門的採購，佔總產值的 50%以上。 

在伊朗，市場領導品牌傾向於尋找當地經銷商，如三星的 Samsung 

Electronics，HP 的 Redington Gulf，SONY 的 Pars，LG 的 Maadiran，

大宇電子的 Parcon Electronics 等。 

五. 電子商務 

伊朗如同中國大陸，網路皆有嚴格的審查制度，許多國外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均不得進入，便由本土同質性網站如

Digikala(類似 Amazon)、Takhfifan (類似 Groupon)、snapp(類似 Uber)與

Youtube 相似的視頻網站”aparat”、與 blogger 相似的”BLOGFA”，以

及與 Facebook 相似的”Facenama”等填補。 

Digikala，是伊朗最大的線上購物網站與電子商務網站，根據 2014

世界新創企業報告估算，該公司約有 1.5 億美元的估值。其網站開設於

2007 年，由 Hamid Mohammadi 與 Said Mohammadi 兩兄弟創立。發展

至今，旗下雇員成長至近 700 人，單日流量超過 55 萬，是中東地區流

量最大的網站之一。 

2014 年 6 月前，伊朗境內都無法使用 Google Play 線上商店，且制

裁亦限制海外信用卡的使用，VISA 卡支付完全不適用，導致伊朗民眾

只可在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免費軟件，付費 APP 軟件除非至 3C 商場

內的｢APP 黑市｣私下購買，否則無法取得。伊朗國內最大的 APP 商店

｢CafeBazaar｣是伊朗第三大的網路新創公司。據 2014 World Startup 估

計，CafeBazzar 是整體估值約 2,000 萬美元。連上 CafeBazzar，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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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 Google Play 大同小異的介面，以波斯文命名，琳瑯滿目的 APP 陳

列其中，從工具類到遊戲類 APP 應有盡有，亦可使用伊朗信用卡線上

支付，為其獲冺的關鍵。 

許多伊朗新創公司的設立點，選擇在德黑蘭東邊的 Pardis 科技創

業園區，該區域定位為自由貿易區，設立於該地的公司，可享有 15 年

的稅務減免，以及相對市區便宜的租金。根據該園區 2014 年出版之招

商報告，該園區提供高品質硬體設備，包含跨國光纖網路。銀行系統除

了貨幣自由兌換，還有通過銀行系統的點對點借貸，對新創事業提供了

不小的誘因。 

參、 各國近期與伊朗相關經貿活動 

一. 臺灣 

2016 年 1 月份，伊朗科學園區及德黑蘭大學校長等來臺參訪。 

「伊朗商機說明會」於 1 月份分冸於台北、台中及高雄舉辦。 

展銷團拓銷包括 2 月份辦理「2016 波灣國際食品展參展團」，3 月

份的「伊朗開放商機拓銷團」，4 月份的「中亞新興市場潛力拓銷團」，

「扣件業赴中東拓銷團」及「伊朗建材展」。5 月份有「美妝產業中東

拓銷團」，8 月份「伊朗及中東冺基產業拓銷團」。10 月份「2016 年伊

朗國際工業展」參展團，11 月「2016 年伊朗國際汽車暨零配件展」參

展團。 

另，4 月份亦將派員前往伊朗執行產業市場調查，並於 6 月份辦理

市調報告說明會。 

二. 韓國 

韓國貿工能源部部長朱玄煥（Joo Hyung-hwan）會晤現代汽車、樂

金電子等企業高層主管，表示政府將提供全面的財務援助，並計畫於 2

月 29 日召開雙邊部長級會議，派遣高階經濟訪問團前往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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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12 The Korea Times） 

三. 日本 

日本最大的銀行東京三菱 UFJ（BTMU）銀行已恢復與伊朗開展正

常貿易，包括以日元和歐元支付日本購買伊朗的原油款，但仍然嚴格遵

守現有的美國制裁規定，包括禁止任何美元交易。（伊朗《財經論壇報》

2016.02.13） 

四. 新加坡 

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SBF）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將率自伊朗解禁

後第一個貿訪團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主要領域包含原油、石化、航運、

物流、基礎建設及貿易。（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五. 中國大陸 

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灣欽州港已開通至伊朗的海運航線。2016 年

2 月 10 日，伊朗貨船 Perarin 號帶著 978 個貨櫃抵達欽州港。 

伊朗總統魯哈尼 2016 年 2月 6號出席了德黑蘭-馬什哈德鐵路電氣

化改造工程的開工儀式，該工程將由伊朗基礎設施工程集團 MAPNA

和中國中機公司及蘇電集團承建。2015 年 6 月份伊朗和中國公司就該

段線路的電氣化改造達成協議，其中 21 億美元造價的 85%由中國提供

貸款融資。（中國大陸駐伊朗使館經商參處） 

伊朗文化遺產、手工藝和旅遊組織主席索坦尼法（Masoud Soltanifar）

表示伊朗將於 2016 年底之前在中國開設三個旅遊辦事處，將向中國民

眾介紹伊朗的旅遊景點。（《伊朗日報》2016.01.24） 

伊朗央行國際司官員 Hossein Yaqoubi Miab 稱，中國工商銀行要在

伊朗基什（Kish）自由區和伊朗境內設立分行。（中國大陸駐伊朗使館

經商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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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埃及 

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總經理賈瓦迪（Roknoddin Javadi）表示，伊朗

可以無限量向埃及銷售原油和石油產品，只要埃及官方提出請求，伊朗

將立即考慮。（伊朗《伊斯蘭通訊社》2016.01.26） 

七. 法國 

伊朗交通部於 2016 年 1 月 24 日在首都德黑蘭舉行的 CAPA 航空

峰會宣布，伊朗將向空巴集團購買 114 架飛機，這是伊朗遭國際制裁解

除後宣布的第一項重大採購案。 

 

 

八. 義大冺 

伊朗總統魯哈尼首訪義大冺，與義大冺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共同見證兩國簽署了價值 184 億美元的協議，領域涵蓋能

源和鋼鐵。 

據義大冺安莎社(ANSA)指出，魯哈尼在 25 日抵達羅馬後的半天內，

便已與義大冺鋼鐵業者以及石油天然氣承包商等各自簽訂達數 10 億美

元的合約。義大冺媒體便預估，魯哈尼在這場為期 3 天的行程中，將簽

訂總值達 180 億美元的合約。 

義大冺石油服務公司 Saipem SpA 表示，已和伊朗國家天然氣出口

公司(National Iranian Gas Export Co.)簽署備忘錄，內容和總長達 1,800

公裡的潛在管道項目有關。（《伊朗日報》2016.01.25） 

九. 德國 

德國伊朗商會理事伯恩貝克表示，制裁解除後，「伊朗頇加強科技

及國際開發，需要數百億美元，亟需外國投資人重返伊朗」。已有許多

對伊朗興趣濃厚的德國企業已前往伊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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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駐德黑蘭使館於 2 月 22 日在德黑蘭與伊朗商工礦會

（ICCIMA），以「How to set up a successful start-up company? A 

German-Iranian exchange of views」為主題，合辦一系列講座，希望增

加德國業者對伊朗投資環境的了解。（Tehrantimes） 

十. 保加冺亞 

保加冺亞由能源部長（Energy Minister）Temenuzhka Petkova 率 54

家企業的貿訪團將於 3 月 5 日到達伊朗進行工商拜會。（Tehr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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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灣與伊朗雙邊貿易 

一. 台灣對伊朗出口 

2015 年台灣對伊朗出口 5.79 億美元，衰退 37.1%，是台灣第 28 大

出口市場。 

圖 3：台灣對伊朗出口金額（2011~2015）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一般貿易制度） 

以 HS code 2 碼分類，2015 年 1 至 11 月累計台灣對伊朗出口主要

貨品依序為機械、電機設備、塑膠製品、鋼鐵及有機化學品，2015 年 1

至 11 月累計占比依序為 19.6%、15.8%、13.6%、13.3%、8.6%及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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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對伊朗出口金額（2015.1~11）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二. 台灣自伊朗進口 

2015 年台灣自伊朗進口累計 3.36 億美元，衰退 17.6%。 

圖 5：台灣自伊朗進口金額（2011~2015）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一般貿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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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S code 2 碼分類，2015 年 1 至 11 月累計台灣自伊朗進口主要

貨品依序為礦物燃料、有機化學品、無機化學品、塑膠製品及果實及堅

果，2015 年 1 至 11 月累計占比依序為 60.7%、11.9%、10.7%、4.5%及

3.3%。 

圖 6：台灣自伊朗進口金額（2015.1~11）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三. 台商在伊朗投資狀況 

目前我國在伊朗僅有一家台商(茂順油封)以合資方式，聘用伊朗專

業經理人在伊朗設立生產與行銷據點，採半成品進口，再加工組裝於當

地銷售， 工廠規模約 20 人， 設立於伊朗南部波斯灣附近的經濟特區

KISH 小島。該公司並無來自台灣的派駐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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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伊朗基本資料 

一. 社會人文地理 

正式國名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面積 

 

164.8 萬平方公里 全球國土面積第 18 大 

約 45 倍台灣（3.6 萬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人口 8,182 萬人 資料來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種族 Persian 波斯人（61%） 

Azeri 亞塞拜然裔波斯人

（16%） 

Kurd 庫德人（10%） 

資料來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官方語言 Persian 波斯語  

宗教 什葉派（Shia）伊斯蘭教  

最高領袖 何梅尼 

Ayatollah Ali Khamenei 

任期 1981.10.13~ 

現任總統 羅哈尼 

Hassan Rouhani 

任期 2013.08.04~ 

主要城市 德黑蘭 Tehran（首都） 

伊斯法汗 Isfahan 

馬什哈德 Mashhad 

卡拉吉 Karaj 

大不里士 Tabriz 

設拉子 Shiraz 

1,625 萬人 

564 萬人 

468 萬人 

347 萬人 

290 萬人 

262 萬人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Center of Ira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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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齡

結構 

0~14：23.7% 

15~24：17.6% 

25~54：46.95 

55~64： 6.6% 

65~  ： 5.3% 

 

資料來源：CIA The World Factbook 

二. 主要能源資源 

原油蘊藏量 1,580 億桶（2015） 全球排名第 4 

資料來源：EIA 

原油產量 324 萬桶（2014） 全球排名第 7 

資料來源：EIA 

天然氣蘊藏

量 

1,201 兆立方英尺（2015） 全球排名第 2 

資料來源：EIA 

三. 主要經濟指標 

貨幣 里亞爾 rial 1 USD = 30,191 IRR（CBI, 2016.02.23） 

經濟成長率 4.36%（2016） 

0.8% （2015）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人均 GDP USD 5,237（2016） 

USD 5,048（2015）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通貨膨漲率 9%（2016） 

14%(2015)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失業率 12.3%（2016） 

11.7%(2015)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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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組織架構 

伊朗總統為人民直接選出的最高行政首長，領導內閣部會，負責

國家施政。 

總統之上有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由 Assembly of Experts

選出，直接管理國家軍事、宗教、司法等事務。 

Guardian Council 是伊朗政治結構中最有實質影響力的單位，由最

高領袖指派 6 位伊斯蘭神學家及 6 位經國會同意的法學家組成。國會通

過的法案頇經 Guardian Council 同意，Guardian Council 有權否決違背

伊斯蘭律法精神的法案，可以否決國會議員的侯選人，總統的政策及

Assembly of Experts。 

國會負責立法及監督行政部門的施政。人民可以透過投票，選舉

總統（President）、國會（Parliament）議員及 Assembly of Experts。 

圖 7：伊朗政治結構 

 
資料來源：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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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伊朗內閣部會 

 

Vice President 

First Vice President 

 

Eshaq Jahangiri 
 

Vice President for executive affairs 

 

Mohammad shariatmadari 
 

Vice-President and Head of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rganization 

of Iran 

 

Mohammad Bagher Nobakht 
 

Vice President for Legal Affairs 

 

Elham Amin-Zadeh 

 

Vice President for Legal and Parliamentary Affairs 

 

Majead Ansari 
 

Vice Presid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airs 

 

Sorena Sattari 
 

Vice President for women and family affairs 

 

Shahindokht Molaverdi 
 

Head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Organization 

 

Masoud Soltanifar 
 

Vice-President and Head of Atomic Energy Organization 

 

Ali Akbar Sale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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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ahmoud Hojjati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hmoud Vaezi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 

 

Ali Jannati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Logistics 

 

Hossein Dehqan 
 

Ministry of Economy 

 

Ali Tayebn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li Asghar Fani 
 

Ministry of Energy 

 

Hamid Chitch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hammad Javad Zarif 
 

Ministry of Health 

 

Hassan Qazizadeh Hashemi 
 

Ministry of Industries, Mine and Trade 

 

Mohammad Reza Ne'matzadeh 
 

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Mahmoud Al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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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Interior 

 

Abdolreza Rahmani Fazli 
 

Ministry of Justice 

 

Mostafa Pour-Mohammadi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Ali Rabiei 

 

Ministry of Oil 

 

Bijan Namdar Zanganeh 
 

Ministry of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Abbas Ahmad Akhoundi 
 

Ministry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Mohammad Farhadi 

 

Ministry of Youth Affairs and Sports 

 

Mahmoud Goudarzi 
 

資料來源：www.presiden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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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要商公會及貿易推廣組織 

(一) ICCIMA 

ICCIMA 全名為 Ir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ies, Mines & 

Agriculture，成立於 1979 年伊朗革命之後，現任主席 Mohsen Jalalpour

於 2015 年 6 月上任至今。 

(二) TCCIM 

TCCI 全名為 Tehr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ies, Mines and 

Agriculture，現任主席為 Masoud Khansari，會員約 15,000 家，曾於 2009

年 12 月與外貿協會在台北簽署合作備忘錄。 

(三) ITPO 

ITPO 全名為 Iran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of Iran，成立於 1967

年，隸屬於 Ministry of ndustry , Mine and Trade，2004 年正式授命為伊

朗非石油產品的官方貿易推廣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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