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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 3 月泰國動態月報 

壹、泰國經濟概況分析 

一、 泰國重要經貿指標: 

(一)泰國大選結果將影響泰國經濟走向: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本月 28 日公布非正式結果，正式

結果則將於 5 月 9 日公告。以現任總理巴育競爭連任的公

民力量黨得票約 840 萬票，眾院獲 97 席；與親前總理

Thaksin 的為泰黨則得票 790 萬票，獲 137 席。惟中選會

公布區域選舉的眾院 350 席，其餘 150 席則尚未公布。針

對上述兩個可能組閣政黨之經貿政策，整理如次: 

1. 公民力量黨:擴大國家社會福利卡制度，增加 2-3 百萬持

卡民眾；允許回溯 3年過渡期給予村莊貸款基金民眾，降

低民眾債務負擔；發展低價國民住宅、農地開放給予農民

及給予農業轉作、創新、降低成本等優惠；支持泰國觀光

產業發展。

2. 為泰黨:降低稅負；減少國防支出 10%；增加農民、中小企

業、青年創業之收入；檢討公共建設之限制及允許與給予

設於東部經濟走廊(EEC)數位企業優惠；檢討已得標之 EEC

高鐵標案；推動對外經貿經濟整合及洽簽 FTA。

(二)3 月經濟走向，持續穩健成長: 

在經濟動能方面，泰國內需帶動 2018 年第 4季經濟成長，

預期該需求面仍可望帶動 2019 年第 1 季經濟，在持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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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低失業率及低物價膨脹率，私人部門消費及投資更有利

經濟之成長。在進口貿易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泰國在 1 月

貿易表現，貿易赤字創 2013 年 4 月以來之新高。惟在泰

銖匯率走貶，美中貿易戰持續不明，泰國貿易結構是否可

獲得改善，仍需進一步觀察。 

(三)國內消費及投資帶動泰國經濟成長: 

2 月份泰國國內消費持續升溫，有助於改善農民及產業之

收入，並推高消費信心指數。私人部門投資則受泰國增加

限建區域，使投資稍有減緩。惟製造業之機器及設備投

資，仍持續增加。 

 

貳、泰國經濟動態 

一、 RCEP 的 5 個成員國大選，影響 RCEP 的談判進程 

(一) 由於印尼、菲律賓、泰國、澳大利亞及印度等5個RCEP成

員國，未來幾個月內將忙於選舉，例如印度傾向暫時不

願就RCEP的談判中承諾做出具體決定。此外，即將於5月

上任的印度新政府亦將不會立即回到談判桌，並做出具

體決定，尤其與中國大陸就擴大貨品自由化部分。 

(二) RCEP的16名成員國其中有5國將處於選舉模式，未來兩個

月內不可能進行有實質進展之談判。雖RCEP大多數成員

國於柬埔寨舉行之貿易部長會議，提出於年底完成談判

之願景。惟對展延年底達成協議期限，成員均持反對立

場。誠如一位不願透露姓名談判官員指出，本年5月後恢

復全面談判時，印度將承擔最終承諾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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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RCEP國家的貿易部長於3月初於柬埔寨開會時，包括東

協、印度、中國大陸、日本、韓國、澳大利亞和紐西蘭

等十個成員國，同意加速談判，解決所有棘手的問題，

並於年底前完成談判。包括東協在內的許多成員都不滿

意去(2018)年的最後期限無法實現。這位官員亦指出，

不僅成員們談論於年底完成談判的期限，並還擬定概略

的路線圖以實現此一目標。 

(四) RCEP協議包括商品、服務業、投資、政府採購和智慧財

產等若干領域的承諾，若順利達成協議，RCEP將成為全

球最大的自由貿易經濟區。 

(五) 印度最關切的最大部份仍是中國大陸，中國大陸堅持要

求印度在很高比例的貿易項目上實現關稅削減。如果印

度同意這一點，則對印度將面臨中國大陸產品競爭，對

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而印度新政府則須面臨中國大

陸對於市場進入的要求之挑戰。 

 

二、 泰國數位經濟及社會部規劃第一階段計畫，預計打造 30

個智慧城市 

(一) 泰國政府正規劃於2020年前在24個省府建設30個智慧城

市之計畫，並希望到2022年將全國100個城市轉型為智慧

城市。執行建設智慧城市的城市資料數位平台將於今年

啟動，以促進數位轉型，預計到2022年將向公眾提供至

少100項的電子化服務。 

(二) 泰國「國家智慧城市委員會」於3月11日啟動第一次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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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提案徵選。該活動由副總理兼委員會主席ACM 

Prajin Juntong主持。ACM Prajin副總理表示，在全國

建設智慧城市是政府的優先工作，通過現代設計和智能

技術，讓既有的城市更加智慧化。這些部門別包括智慧

經濟、智慧運輸、智慧能源、智慧生活、智慧人才、智

能政府和智慧環境。該委員會的計劃指出已經開始轉型

的7個省府：普吉、清邁、坤敬、曼谷、春武里、羅勇和

北柳府。政府計劃在2019年在24個省府開發另外30個智

慧城市區，2022年目標將在77個省建設完100個智能城

市。 

(三) 通過數位技術和創新，政府決心將國家發展成為一個高

收入國家，其特點是發展程度、財富分配和生活品質均

可達到均衡。泰國今年擔任東協主席同時，泰國亦會舉

辦一系列「東協智慧城市論壇(ASCN)」的活動，展示來

自26個東協成員城市、其他對話夥伴和全球技術提供商

的智慧城市技術。在這個東協論壇上，泰國還將提出一

個智慧城市評估標準和流程，作為東協成員城市的實施

參考指南。 

 

三、 泰國總工會(FTI)關切國內工資調漲衝擊中小企業之營運 

(一) 泰國工業總會（FTI）強烈反對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這是許多政黨的競選承諾，FTI稱中小企業（SME）將受

政策影響最大，因為最低工資將改變市場。 

(二) 參與3月24日之各大政黨以提高每日最低工資以爭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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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希望每天最高可達425泰銖，FTI則於3月18日向5個

泰國政黨提出白皮書，要求考量調高工資對企業影響。

目前的每日最低工資有7種工資標準區分：308、310、

315、318、320、325和330泰銖等等級，並視區域而定，

春武里府、羅勇府和普吉府的工資率最高；而陶公府

(Narathiwat)、北大年府(Pattani)及也拉府(Yala)的工

資最低。 

(三) FTI主席Supant Mongkolsuthree表示，企業主擔心出於

民粹的工資承諾，因為他們會增加許多行業的運營成

本。Supant主席表示預計中小企業將受到加薪的衝擊最

大。由於過去幾年每日最低工資的調漲，勞動成本已大

幅墊高。根據目前民情，對工資大幅增加的需求並不高，

大多數公司已經支付了超過400泰銖的日工資。FTI呼籲

新政府重新考慮他們的勞工工資政策，工資上漲與商業

景氣一致，以反映實際的勞動成本。政府應該讓勞動工

資與經濟情況連動，這意味著健全的經濟可以自然地提

高工資，浮動的調整勞資雙方皆有利。 

(四) 在白皮書中，FTI收集許多企業主依據其對於2025年泰國

產業發展的預測所提出的建議和問題。Supant主席認

為，民間部門期待新政府將繼續執行有利於泰國的現有

或正在進行的建設項目。企業主對新政府有很高的期

待，希望透過路徑圖的計畫，提高工業效率和國家競爭

力。工業部門是推動國家發展，為人們提供更高收入和

就業的重要經濟引擎，因此FTI希望新政府將泰國作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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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的工業生產中心。 

(五) 此外，FTI希望通過利用更高的技術和創新來提高泰國的

工業競爭力，從而提高全球貿易的競爭力。預計會有很

多政黨參與新政府，而FTI希望政黨可以聽取工商業界的

意見，並合作幫助國家取得進展，FTI預計24日大選後的

政局將保持平穩，為投資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以增加

商業和投資者的信心。 

(六) FTI並於選前，邀請民主黨、為泰黨、泰自豪黨、新未來

黨和公民力量黨的領導人來說明他們的年度經濟政策。

民主黨領袖阿披實（Abhisit Vejjajiva）表示，作為2019

年東協主席，泰國應該與其他東盟國家合作，在與

Facebook、Line和谷歌等國際科技公司的談判中建立談

判力量。這可能迫使他們支付公司稅以在該地區開展業

務。他說，技術和創新領域的新創和中小企業應該免稅，

以鼓勵他們的業務拓展，並在該地區創造新的明日之

星。泰國應該從主持東協的利益中獲益，在區域建立政

治和經濟力量，以建立在中國大陸「一帶一路」戰略中

的談判能力，擴大新的貿易和投資流動，阿披實補充。 

(七) 為泰黨的首席策略師Khunying Sudarat Keyuraphan表

示，該黨將通過提高大米、橡膠、棕櫚油和甘蔗等農產

品價格的策略，增加人們的購買力，特別是農民。許多

國營政府機構，如泰國電力局和PTT石油公司應該成為補

貼農產品價格的先鋒。此外，該國的石油消費應轉向生

質柴油B100，以幫助消化棕櫚油和甘蔗等作物的過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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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四、 泰國擴大向寮國進行電力採購 

(一) 泰國國營電力總署（Electricity Generating Authority 

of Thailand, Egat）與寮國電力公司（Electric de Laos, 

EDL）簽署了2份續約電力採購合約（PPA），以購買兩座

水力發電廠的電力：Nam Ngum 1和Say-sed水壩。 

(二) 泰國能源部長Siri Jirapongphan表示，兩個現有的購電

合約將於3月到期，兩國機構都計算新的購買費率，以反

映發電實際成本。泰國將從這兩個擁有300-400兆瓦的項

目購買電力。 

(三) Egat將在尖峰時段以每單位1.8泰銖(千瓦/時)的費率購

買，在離峰時段以每單位1.53泰銖的價格購買。Egat的

平均購買費率為每單位1.63泰銖。現有的購電合約的費

率為每單位1.33泰銖。另如果寮國本身電力不足，寮國

EDL可以將電力回售給自己的國家。 

(四) 根據電力採購合約，EDL可以在尖峰時段以每千瓦/時1.9

泰銖（單位）的價格從Egat購買，在離峰時段以每單位

1.63泰銖的價格購買。EDL的平均購買費率為每單位1.73

泰銖。新的費率在12月31日前適用。這些費率是基於短

期邊際成本，也稱為批發電價，按六個月的追溯成本計

算，Siri部長表示由於新的費率按公平價格計算，因此

對消費者的電費沒有影響。 

(五) Nam Ngum 1和Say-sed水力發電廠，它們具備115千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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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線路傳輸輸出功率。他說，由於泰國和寮國開始了

他們的能源關係，這兩個續約的電力採購合約在50年來

首次改變了一些條件。預計到2030年泰國和寮國將簽署

購電協議，總電力將達9,000兆瓦。Sir部長表示，新版

的泰國國家電力發展計劃2018-37要求從寮國購買大約

3,000-3,500MW的電力。泰國已簽署總購電合約，從老撾

購買6,000兆瓦的電力。政府計劃在2025-26年間從寮國

購電量1,400MW，至2030-35年將達2,000MW的購電量。 

(六) 此外，寮國政府正在研究新的水力發電廠─湄公河

-Luang Prabang計畫的可行性，總發電量為1,400MW。Siri

部長表示，政府計劃在未來將從此新電廠購電。泰國和

寮國開始在湄公河兩岸建立電力發展關係。兩國政府將

繼續加強電力安全，發展東南亞電網，為該地區創造進

步和可持續的經濟。 

 

五、 泰國海關推動無紙化以提升經商便利度(EoDB) 

(一) 泰國海關總署盼由推動「抵運前作業(Pre-Arrival 

Processing, PAP)」的電子化支付和電子清關等作業，

提升泰國在世界銀行的經商便利度(EoDB)排名。 

(二) 海關總署署長Krisada Chinavicharana表示，泰國港口

海關大幅採行「抵運前作業(Pre-Arrival Processing, 

PAP)」措施，海運和空運貨物經抵運前作業的比例，已

於2018年底達到總清關作業的99％。 

(三) 貨品抵運前作業，出口商可以在貨櫃抵達之前就提交電



~ 9 ~ 

 

子化貨單，而進口商可以提前提交進口申報並繳納稅款

和關稅。「抵運前作業(PAP)」讓空運貨物的清關時間縮

短2-6小時，海運則從37小時縮短至31小時。 

(四) 世界銀行的「經商便利度（EoDB）」報告中，泰國在190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27位，但整體得分上升1.06分至78.45

分。泰國的EODB評分是該國在全球最佳實務方面取得進

展的絕對指標。泰國去年的分數是77.39。泰國政府致力

解決經商障礙，以提高國家的排名，增加有利於商業的

法規和吸引外國投資的努力。 

(五) Krisada署長表示，上個月公布的電子化支付方式，允許

出口商、進口商和托運人通過網路銀行、行動支付、ATM、

銀行實體分行或櫃檯服務等支付所有與海關相關的帳

單。與海關聯繫時間已縮短為3小時，與海關相關費用則

每筆交易減少433泰銖。按「電子化清關無紙化申報計

劃」，Laem Chabang港口和泰國港務局已不再需要紙本

申報。預計每年可以減少約6,000萬份紙本報關單，減少

3,000萬泰銖的成本。Krisada署長表示，該署將聚焦於

如何減少進出口時間成本及簡化海關相關措施。 

 

六、 泰銖升值等負面因素，影響泰國 1月出口表現 

(一) 泰國國家運輸人協會（TNSC）表示，2019年1月泰國出口

比去年同期下降5.7％，反映出泰銖升值帶來之影響，同

時呼籲出口商使用當地貨幣作為報價之基準，以降低融

資成本和外匯風險。該協會並呼籲下屆政府加速貿易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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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以促進出口。 

(二) 協會主席Ghanyapad Tantipipatpong表示，雖然泰國出

口商對1月份的結果感到驚訝，但他們知道很難控制負面

因素。她表示，泰銖的升值不是因本國的因素造成的，

而是美元動蕩的影響。如果泰銖兌美元每升值1泰銖，那

麼出口收入將下降3％。她說，該協會呼籲泰國央行能確

保泰銖匯率的波動能與泰國貿易夥伴貨幣匯率波動一

致。 

(三) 1月份出口比去年同期下降5.7％至189.9億美元，其中農

業和農產品下降2.9％、製造業產品下降5.9％。由於美

中貿易戰，泰國對中國的出口下降幅度相對較大，而對

美國的出口增長8.27％，其中汽車行業增長34％。泰國

對東協的出貨總量下降7.42％，但對CLMV國家（柬埔寨、

寮國、緬甸和越南）的出貨量增長了0.6％。 

(四) G主席表示，儘管1月份出口萎縮，但該協會表示將維持

今年5％的出口成長目標預測，此出口成長預測基於泰銖

兌美元匯率33的假設。然而，泰國出口的風險仍然受到

因美中貿易戰而致的全球貿易不確定性、英國即將退出

歐盟、印度與巴基斯坦間緊張局勢升級等，這些因素對

泰國出口和航空運輸都將造成短期影響。重要的是，泰

銖的升值影響了泰國出口商的價格競爭力，尤其是那些

使用本地成分及原料的出口商。G主席補充，該協會會鼓

勵泰國出口商使用當地貨幣，如人民幣、馬來西亞林吉

特、印度尼西亞盧比和日本日圓，以減少融資成本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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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風險。 

(五) Kasikorn研究中心預計，隨著泰國貿易和政治情勢發

展，泰銖將持續波動，3月19日至20日聯邦公開市場委員

會會議結果，以及美國和中國大陸間在3月27日貿易談

判，上述因素皆會影響泰銖的波動。先前泰銖兌美元匯

率升至31.07的五年高位，而後2月底至3月初，泰銖開始

貶值，3月5日早盤泰國貨幣走弱收於1美元兌換31.9銖，

然後在下午交易中以每美元31.80-31.85泰銖的區間幅

度移動。 

(六) G主席呼籲需要加快與泰國主要貿易夥伴（包括歐盟）的

自由貿易協定談判（FTA），可能須由下一屆政府最終確

定，因為自由貿易協定是幫助泰國出口商開拓市場及增

加市占率。 

 

七、 泰 國 反 傾 銷 及 平 衡 稅 法 (ADC Act) 增 列 反 規 避

(Anti-circumvention)條款，獲泰國國家立法議會(NLA)

通過即將實施 

(一) 反傾銷和反補貼法案修正案草案增加關於反規避處罰的

新條款，已經過國家立法議會（NLA）的審查，預計到今

(2019)年底將實施。泰國外貿局局長Adul Chotinisakorn

表示，NLA通過了ADC法修正案草案的二讀和三讀，增加

了22章關於反規避做法的章節。規避係指為避免對從其

他國家製造和/或出口的特定產品徵收反傾銷或反補貼

稅的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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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傾銷和平衡稅的規避長期以來一直對泰國國內產業造

成損害，因為按目前的法律規避措施不會受到處罰。該

修正案將授權ADC委員會對涉嫌規避措施進行調查，並施

以相對應的反規避的罰款。如果發現規避措施，原始調

查中規定的反傾銷或平衡稅將擴展至實行規避措施第三

國的產品、或產品零組件、或些許改裝的產品，將依個

案決定。 

(三) 商業部亦接獲國內產業損害之申訴，許多外國製造商和

出口商通過各種方式規避了對泰國的反傾銷或平衡稅。

泰國曾對13起案件徵收反傾銷與平衡稅，主要係涉及鋼

鐵產品和檸檬酸。泰國工業聯合總會（FTI）副主席

Kriangkrai Tiannukul表示，企業讚同意NLA在對反規避

採取行動，因為這些措施可以保護當地鋼鐵生產商並避

免美中貿易爭端的影響。K副主席表示隨著貿易戰的發

生，本地鋼鐵經營者擔心中國大陸鋼鐵產品將被傾銷到

泰國和東南亞，因為中國大陸將尋求其他市場來抵消因

美國課徵關稅而導致鋼鐵出口的下降。他說，電子和鋼

鐵是遭受貿易戰影響最大的兩個產業，因為中國大陸是

這些領域的重要競爭對手。 

 

八、 出口減緩，使經濟成長動能不足 

(一) 泰國央行（BOT）預計出口成長下滑，調降2019年經濟增

長率由估計的4％下調至3.8％。 

(二) 央行現在預計出口將比去年成長3％，但去年12月BOT的



~ 13 ~ 

 

貨幣政策委員會（MPC）預計成長3.8％。央行引用全球

經濟放緩、電子產品商業周期調整以及中美之間貿易爭

端等原因，將進口成長預測從3.8％下調至3.1％。 

(三) BOT貨幣政策委員會並將政策利率維持在1.75％不變。該

委員會指出，在全球經濟的不確定性和當地因素的壓力

下，需要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來促進經濟擴張。根據貨

幣政策委員會的數據，雖然經濟預測已經下調，但在國

內需求的支撐下，泰國經濟預計接近其潛力地將繼續擴

張。它指出了民間投資增加的趨勢，這得益於製造工廠

搬遷到泰國以及基礎設施項目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PPP)。 

(四) MPC表示，這些因素促使人們對投資前景充滿信心。雖然

私人投資預計將增長4.4％，但MPC 12月會議預測成長為

4.5％，預計私人消費今年將增長3.9％，而早先的估計

是4％的增長。「隨著農業和非農業家庭收入的改善以及

更多的收入再分配，私人消費趨於不斷擴大，部分原因

在於政府的刺激措施。然而，來自高家庭債務的壓力仍

然存在，」貨幣政策委員會指出。 

(五) 對於今年的公共投資增長，貨幣政策委員會已將今年的

預測下調至6.1％，而之前的預測為6.6％。預計2019年

投資和消費的公共支出將放緩，部分原因是一些國有企

業的投資延遲。預計今年公共消費將增長2.3％，而之前

的預測為2.6％。今年估計的總體通脹率保持不變，但預

測的核心通脹率已從0.9％降至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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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泰國 2月份出口意外成長，惟貨品貿易仍未見成長 

(一) 商務部於3月22日報告指出，泰國2月份出口貨物與上月

同期比較增長5.9％至215.5億美元。依據海關統計顯

示，經過三個月的萎縮後於2月份出現反彈，但這一增長

主要是由於一次性武器運送進行軍事演習以及石油相關

產品及黃金的運輸。 

(二) 貿易政策與戰略辦公室主任Pimchanok Vonkorpon說，如

果沒有石油相關產品、黃金和武器，出口將比去年同月

仍減少4.9％；2月出口如以泰銖計算同期增長5.5％至

6,785億泰銖。 

(三) 在進口方面，2月份的價值同期比下降10％至75億美元，

導致貿易順差為40.3億美元。2019年前兩個月，出口同

期比增加0.16％。主要出口下跌產品:橡膠（-15.8％）、

木薯產品（-1.1％）、冷凍和加工蝦（-15.6％）和大米

（-21.5％）的影響，農業和農業工業出口下降0.9％至

31.39億美元。主要出口增加產品:新鮮、冷凍和加工水

果和蔬菜（+ 18.7％）；新鮮、冷凍和加工雞肉（+ 10.2

％）和飲料（+ 16.3％）。工業產品出口反彈，增加7.5

％，達到77億，其中以黃金（+ 107.9％），橡膠製品（+ 

9.0％）、化妝品（+ 35.2％）和鋼鐵產品（+ 2.7％）

為主。但部分產品出口下降，包括石油相關產品（-3.8

％）、內燃機及零件（-18.3％），電腦及零件（-14.1

％）、汽車及零件（-7.9％）及珠寶及配件不包括黃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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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四) P主任表示，大多數出口市場受到中美之間持續的貿易戰

以及不利的全球貿易的情緒因素影響。但對傳統市場的

出口增加23％，其對美國出貨量比去年同期增加97.3

％。為提振出口，商務部在2月至7月期間將籌組100多個

貿易促進團，旨在將出口收入提高650億泰銖。 

(五) 此外，2019年2月的最新採購論壇活動，吸引超過200家

進口商和泰國出口商參加，創造超過1億泰銖的採購訂

單。泰國商業部亦將透過Thaitrade.com和其他潛在電子

市場等數位平台加強拓銷。 

 

十、 日、中企業調查投資泰國東部經濟走廊(EEC)基礎設施之

可行性 

(一) 據泰國東部經濟走廊(EEC)辦公室表示，目前大約有200

家日本及中國大陸企業預定本(2019)年4月2日造訪泰

國，將針對投資東部經濟走廊（EEC）所屬五項基礎設施

之進行可行性調查評估，並可能與泰國當地業者合作共

同籌組聯合公司，爭取工程標案商機。泰國EEC辦公室

Kanit Sangsubhan秘書長說明，日本貿易振興機構

（JETRO）及中國國際貿易促進委員會訪團將參加該辦公

室預定4月2日在曼谷舉辦的EEC計畫商機研討會與媒合

活動，泰方對接單位的泰國工業總會(FTI)及泰國總商會

(TCC)，亦將在是日各推派百家相關業者共襄盛舉。 

(二) 上述研討會活動，係依據去(2018)年5月泰國與日本及中



~ 16 ~ 

 

國大陸簽署的合作協議舉行，藉以鼓勵外商企業來泰進

行投資。K秘書長表示，泰國EEC計畫已被選為東南亞的

試點地區，並將爭取與政府單位合作，以支援貸款方式

推動EEC計畫旗下五項大型基礎建設工程；其中日本國際

合作銀行(JBIC)將提供開發北柳(Chachoengsao)、春武

里(Chon Buri)及羅永(Rayong)等EEC三府省重要基礎建

設之日本及中國大陸企業融資貸款。 

(三) K秘書長稱，由於日本和中國大陸將提供開發EEC計畫基

礎建設工程的企業貸款融資方案，因此每家企業須以獨

資競標或成立聯合團隊等方式取得五項大型基建標案。

上述EEC計畫五項基礎建設工程，包括接連蘇旺那普機

場、曼谷廊曼機場及烏達拋機場的高速鐵路、貨運與客

運雙線鐵路、Map Ta Phut與Leam Chabang碼頭深海港第

3期泊位擴建、烏達拋國際機場及航太維修中心（MRO）

等，總建設經費達6,940億5,300萬泰銖。 

(四) 泰國EEC計畫基礎設施興建預估將為經濟帶來8,200億泰

銖的規模效益，並可創造47萬5,668個新就業機會。此

外，泰國政府設定的目標是藉由投資五項基礎建設項目

產生6,500億泰銖的效益，其中2,000億泰銖將流入國庫

稅收，其餘紅利由民間企業共享。K秘書長強調，EEC計

畫係泰國政府推動的首要經濟特區，預計2021年前將浮

現超過1.7兆泰銖的投資價值，爰此EEC辦公室將加速推

動五項大型基建項目的招標進度，盼本年4月前可公佈得

標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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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另據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統計資料，2018年核准通

過投資申請金額計9,020億泰銖，較上年增加43％，其中

約84％的投資申請案來自政府推動十大目標產業，包括

數位醫療、石化及機器人等，經濟效益總值約7,580億泰

銖。此外，數位、醫療、石化、機器人及航太等新S曲線

產業的效益總額計5,390億泰銖，而第一條S曲線產業約

2,190億泰銖，主要聚焦在農業/生質能源、智慧電子、

智慧汽車、旅遊及食品產業。EEC經濟特區的申請核准案

件，由2017年的436件微幅減少至2018年的422件，惟投

資金額從2017年的2,880億泰銖大幅增加至6,840億泰

銖。 

 

十一、 美國商會敦促泰國新政府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 

(一) 美國商會建議泰國新政府將保護智慧財產權(IP)列入優

先推動的改革法案，因其將攸關能否吸引更多外人投資

泰國。由於目前泰國專利法、版權法及技術移轉等3項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案仍停留在草擬階段，對此美國商會全

球創新政策中心(GIPC) Ellen Szymanski執行長認為，

「須再採取IP保護法案改革，此舉將有助於進一步提升

國家技術水準，在未來3至5年內，可見到改革帶來龐大

的社會經濟效益」。 

(二) 美國商會全球創新政策中心（GIPC）發布的2019年國際

知識產權指數顯示，泰國在50個調查國家中排名第42

位，美國在總體知識產權保護方面排名第1位，日本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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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位，是亞洲國家的優等生。Ellen Szymanski執行長

表示，國際知識產權指數排名前1/3國家，其中有38%的

國家很有可能獲得新創基金的青睞，以及39%國家很有可

能吸引外人投資。儘管泰國在國際知識產權指數排行後

段班，但分數已從6年前調查的12.55分攀升至14.5分，

有持續改善趨勢。 

(三) 對有重大突破成果的科學家及研究人員而言，智慧財產

權許可授權甚為重要，但仍須將其研發成果商品化，

Ellen Szymanski執行長認為，泰國行政程序具有太多的

繁文縟節，阻礙研發成果商品化的速度。另，泰國國家

科技發展局(TNSTDA) Orakanoke Phanraksa高級IP顧問

表示，缺乏智慧財產權專業人才，是泰國IP改革發展面

臨最大的瓶頸要素，主要係缺乏人力資源，而不僅是法

律層面。 

(四) Orakanoke Phanraksa高級顧問進一步說明，泰國許多研

究機構缺乏智慧財產權專業人員，使得相關研發成果遲

遲難以取得專利審查，因此企盼政府提出一套解決方

案，致力培訓智慧財產權審查專家，例如教育部可提供

獎學金讓學生赴海外研修智慧財產權法律等。此外，

Orakanoke Phanraksa高級顧問並強調，制訂允許政府補

助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的相關辦法，將鼓舞研究人員或教

育機構突破更多技術創新研發，亦有助益使研發成果更

易於商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