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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泰雙向投資服務窗口 LINE 帳號：TaiwanFDI 

駐泰國代表處設立台泰雙向投資單一服務窗口 LINE 帳號

TaiwanFDI，同步服務台灣企業與泰國企業雙向投資諮

詢，服務範圍包括投資諮詢、交流考察、媒合商機與協助

台商技術升級等服務項目。LINE帳號 TaiwanFDI也是駐

泰代表處對外經貿服務與交流的單一窗口，協助台泰企業

連結各個產業交流平台。歡迎台灣企業與泰國企業搜尋

LINE帳號 TaiwanFDI，會有專人免費提供諮詢服務與相關

協助。便利連結：https://line.me/ti/p/_41fvXymsJ。 

 

 

 

 

 

 

https://line.me/ti/p/_41fvXym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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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泰國經濟動態月報 

壹、 泰國經濟概況分析 

(一) 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理事會（NESDC）已將今年的經

濟預測從 2月 17日的 1.5-2.5％預測下調至 5-6％。該

機構列舉許多負面因素，由於 Covid- 19爆發，包括全

球經濟和貨品貿易嚴重下滑、外國遊客的數量和收入急

劇下降、乾旱問題等。該機構還將本年出口預期從 2 月

17 日的 1.4％增加下調至今年的最高下滑 8％。 

(二) NESDC秘書長 Thosaporn Sirisamphand 表示，新的預測

是基於第二季的疫情有限，政府在第二季放寬封鎖措

施，第三季業務全面重新開放，以及第四季旅遊業的復

甦。T祕書長並表示，儘管如此，如果出現第二波冠狀

病毒，今年的經濟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下滑。 

(三) NESDC週一發布經濟數據，最新修正顯示，2020年第一

季的 GDP 下降了 1.8％，而去年第四季的成長為 1.5％。

這是自 2014 年初以來的首次下滑。該機構將第一季的

下滑歸因於貨品和服務出口，私人和公共投資以及政府

最終消費支出的減少。在生產方面，NESDC 報告稱農業

部門下降 5.7％，而 2019年第四季則下降 2.5％。此下

降係因乾旱使稻米、甘蔗、玉米、木薯和油棕的產量下

降，儘管蔬菜和橡膠增加，以及包括豬和雞在內的畜牧

業產量增加。而漁業和水產養殖業則成長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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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較於去年第四季的成長為 2.0％，非農業生產下降

了 1.4％，主要下降來自工業部門；其中，製造業生

產下降了 1.9％，而採礦和採石業、電力、天然氣、

蒸氣和空調供應、供水、污水處理、廢物管理和修復

活動則在擴張。此外，服務業下降 1.1％，相較於 2019

年第四季成長 4.1％，因於運輸和倉儲、住宿和餐飲

服務活動和建設街在衰退。 

(五) 在支出方面，私人最終消費支出成長 3.0％，相較於

2019年第四季則增加 4.1％。然而，政府的最終消費

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貨品和服務進出口分別下

降 2.7％、6.5％、6.7％和 2.5％。經季節性調整的

GDP 成長與前三個月相比下降了 2.2％。 

(六) Krungthai 研究中心表示，泰國經濟正進入衰退狀

態，理由是第一季的經濟下滑只是冰山一角。該研究

機構預測，由於供應鏈受衝擊、國內消費疲軟、私人

投資萎縮和出口下降，經濟將萎縮高達 8.8％，而第

二季的下滑率可能最高。 

(七) 不過，渣打銀行（泰國）的經濟學家 Tim Leelahaphan

表示，復甦的初步跡象，可能會在第三季末浮現。泰

國政府從 4月開始支付現金補助，並且企業正在逐步

重新開放。私人消費可能從 6月開始恢復。它自 2015

年 5 月以來首次在 3 月下跌。預估下半年，旅遊業可

能開始回暖，最初是國內旅行。出口復甦的跡象也已

經出現，電子產品出貨量與去年第一季相比成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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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泰國經濟動態 

一、 泰國工業總會尋求應對中國大陸傾銷鋼鐵產品 

2020 年 5月 21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工業總會（FTI）旗下鋼鐵工業委員會擔心，在

國內市場上傾銷的廉價中國鋼鐵進口品可能會危害

泰國鋼鐵業。委員會表示，中國大陸供過於求的風險

和需求放緩，導致中國大陸鋼鐵生產商為過剩產品尋

找新的市場。 

(二) 該委員會秘書長Korakod Padungjitt表示，在

Covid-19爆發，國內需求減少後，泰國已成為中國大

陸鋼鐵出口商的目標。K秘書長指出，自從政府再次

開放城市營業以來，中國大陸繼續向全世界傾銷廉價

鋼材。 

(三) 中國大陸政府實施支持出口的措施，例如增加補貼，

三月將出口退稅率從10％提高到13％。截至三月底，

中國大陸鋼鐵總庫存為1億噸，高於去年同期的4,930

萬噸，增長了103％。FTI表示，中國大陸海關部數據

顯示，3月份對泰國的鋼鐵出口同比增長了53％。K秘

書長指出，3月從中國大陸進口鍍鋅鋼同比增長了153

％。” 

(四) 委員會預計，由於經濟放緩以及下游行業影響產能利

用率的原因，國內鋼材消費量今年將下降1,600萬

噸，而產能利用率一直在下降。包括汽車、家電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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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等下游產業持續減緩生產，需求因疫情爆發而下

降。K秘書長表示，國內鋼鐵生產商不得不採取減產

措施。今年年初，FTI曾預測2020年鋼鐵消費量將比

去年增加3-4％，消費量為1890萬噸。K秘書長說明，

泰國3月的鋼鐵利用率為36％，但利用率繼續從2018

年的43％下降到2019年的37％。 

(五) FTI呼籲政府採取扶持措施，例如提供利率為1％，信

用額度為1億美元的營運資金之低息貸款，以支持國

內鋼鐵行業；並認為藉著將生產成本和電力成本降低

20％，並採取措施幫助受收入損失影響的企業，可以

防止裁員。該委員會並要求政府根據東部經濟計劃，

為東部經濟走廊的國家建設項目及曼谷的電動火車

和高速火車的儲備鋼材需求。 

 

二、 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如何影響泰國成為醫療中

心的雄心 

(一) 據Oxford Business Group新聞報導，隨著泰國開始

逐步放寬與COVID-19相關的限制，泰國政府正在鞏固

該國作為亞洲先進醫療中心的地位。根據「核威脅倡

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及約翰霍普金斯

健康安全中心的研究，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數」

(2019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中，泰國在

195個國家中排名第六，為該指數中排名最高的新興

經濟體及亞洲國家，該指數係專門為衡量一個國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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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大流行的應變能力而設計。強大的衛生保健系統

有助於泰國應對COVID-19大流行。 

(二) 在COVID-19爆發前，泰國即已努力建立自身成為亞洲

的醫療中心。在泰國公共衛生部一份名為「泰國：健

康與醫療服務的中心」(Thailand: A Hub of Wellness 

and Medical Services)的2016-25年策略計畫指導

下，利益相關者一直在努力發展以創新與研發為基礎

的先進醫療產業生態系統(ecosystem)。該策略計畫

亦與「泰國4.0」政策一致，該政策旨在通過扶植創

新的高價值製造業及服務業來幫助該國擺脫「中等收

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三) 泰國已逐漸成為國際醫療旅遊目的地，進一步推動該

國醫療生態系統發展的部分原因是泰國人口的老齡

化，預計此趨勢將導致其國內增加對優質醫療服務的

需求。就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而言，泰國在東協國家

中僅次於新加坡，位居第二。在未來50年這一比例預

計將大幅增加。 

(四) 隨著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對一線醫療服務與後

端供應鏈帶來更多的壓力，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

於今年4月宣布額外的投資獎勵措施，以加快對醫療

產業的投資，此將對該產業的更廣泛策略目標產生積

極影響。除既有對醫療器材、設備及用品產業中合格

企業所提供的3-8年免稅期外，新獎勵措施包括將企

業所得稅在免稅期到期後，再減免50%，為期3年。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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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額外獎勵措施適用在今年6月30日前申請並在今年

12月31日前開始生產的公司。對於調整現有生產線以

製造醫療器材或零件的製造商，只要其在今年9月前

提出申請，將可在2020年度內免除相關機械的進口關

稅；另對生產用於製造醫療口罩或醫療器材的不織布

(non-woven fabric)的公司提供額外的賦稅優惠。 

(五) 泰國BOI秘書長Duangjai Asawachintachit表示，該

等措施旨在迅速因應目前的特殊情況，但也為長期的

發展奠定基礎。泰國管理大流行病的能力、本地技術

能力的提升及現有強大的供應鏈，將在短期與長期進

一步加快對醫學創新及生物科學的投資。由目前BOI

所收到針對新獎勵措施的初步諮詢數量來看，

Duangjai秘書長對2020年醫療產業的投資前景持樂

觀態度。 

(六) 據泰國商業顧問公司BDO共同管理合夥人Paul 

Ashburn表示，考慮到全球供應鏈的中斷，本地區許

多國家將變得更加自給自足，以生產所需醫療器材與

藥品，增強其抵抗傳染病爆發的能力。目前泰國已經

取得先機，可以充分利用未來12個月內本區域內不斷

增長的需求。 

(七) 包括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等在大湄公河地區的

鄰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衛生保健系統亦不先

進。因此，一旦泰國放寬邊境管制，即使來自中東、

美國、歐洲及印度等其他主要市場的醫療遊客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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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返回，但來自泰國鄰國的富裕患者

仍可在泰國的高級醫療機構中尋求醫療服務。此外，

由於泰國的許多鄰國在COVID-19大流行之後將無法

立即依靠其國內生產來儲存個人防護設備與必要的

醫療用品，因此泰國將因其生產能力及地理上的優勢

而成為一個明顯的供貨來源。 

 

三、 泰國的物聯網市場 

(一) 據Bangkok Post專題報導，經過多年的期待，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時代已經到來。實際的

產品與服務不僅可用於工業部門，且可被最終消費者

所使用。智慧冰箱、智慧手錶、健康追踪器(health 

tracker)、智慧自行車鎖，甚至智慧瑜伽墊等產品在

短短幾年內就變得很普遍。物聯網設備被定義為具有

傳感器並能通過網際網路連接及傳輸數據的任何物

件，該等設備改變了遊戲規則，因為它們具有獲取可

被處理成為對企業及消費者有價值資訊的數據之能

力。基於物聯網技術的應用實際上是無限的。 

(二) 全世界的物聯網設備數量激增，估計到2025年將安裝

超過750億個IoT設備，為2015年的5倍，此種增長趨

勢為大小型企業發展創新的IoT產品創造了機會。據

麥肯錫公司(McKinsey＆Company)報告指出，從2014

年到2019年，使用物聯網的企業百分比從13%成長到

25%。物聯網技術的應用包括工業、農業、零售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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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等多樣性層面。研究表明，公用事業(例如智

慧電錶)是裝機量最高的領域，占終端總數的四分之

一；建築自動化預計將在2020年實現最高的成長率，

其次是汽車及醫療保健領域；對物聯網的支出預計將

從2019年的7,260億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1.1兆美元。 

(三) 有關物聯網的好處可以經由對早期採用者進行的案

例研究來說明，以施耐德電氣(Schneider Electric)

在法國的智慧工廠為例，該案例在世界經濟論壇(WEF)

上被強調為世界上最智慧的工廠之一，該工廠整合

IoT技術，藉由數據分析系統創建機器與系統互連的

平台，使得該工廠的產能提高7%，並節省高達30%的

能源。在另一個案例中，世界知名的輪胎製造商米其

林(Michelin)應用IoT解決不同的業務、資產追蹤及

監控(asset tracking and monitoring)等問題。該

輪胎巨人為其海運開發了即時追蹤與分析解決方

案；在試驗期間，據該公司報告指出，貨物的預定抵

港時間(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ETA)之準確率

因此提高40%，運輸中的庫存減少10%，以及缺貨的發

生率降低75%。 

(四) 在上述兩種案例中，互聯的物聯網技術設備可獲取及

傳遞經整合其他即時分析過的數據之資訊，然後通過

複雜的分析工具將其轉化為有價值的商業洞見

(business insights)。物聯網的應用將繼續擴展，

並針對不同的業務需求變得更加多樣化及客製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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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物聯網設備及更快、更可靠的下一代5G連結，

將使這種趨勢成為可能，因該等設備帶來更高的計算

能力、更實惠的價格、更小的尺寸、強化的計算與傳

感器技術。 

(五) 物聯網代表了強大的破壞力，因為它不僅是一種技

術，而且還是獲取及分析數據的基礎，該等數據將推

動未來的創新與經濟成長。實際上，若干泰國4.0計

畫中的項目(例如智慧城市及工業4.0)都致力於促進

物聯網的應用。此外，泰國政府還在其數位經濟暨社

會部之下成立數位經濟促進局 (Digital Economy 

Promotion Agency, DEPA)，該局與私部門及包括泰

國工業部下轄機構在內的眾多夥伴組織合作，在東部

經濟走廊(EEC)之數位產業促進區(EECd)設立物聯網

研究所與泰國數位谷(Thailand Digital Valley)。 

(六) 預計泰國的物聯網市場將成長，主要是由與消費者相

關的物聯網所推動，到2030年將增至21.9億美元，與

2018年的 1.2億美元基準相比，複合年增長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超過27%，此

種快速增長是所有智慧電子領域中最高的，這使物聯

網市場成為巨大的機會。據 Asia IoT Business 

Platform的最新調查，泰國企業在應用IoT方面在東

協國家中排名最高。 

(七) 5G的來臨將於2020年準備就緒，預計將進一步加速

IoT的採用，泰國網絡運營商已為預期的IoT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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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準備。CAT Telecom正在開發LoRaWAN網絡，以服

務普吉島的智慧城市計畫，另AIS與True已為消費者

及企業推出多種物聯網解決方案。 

(八) 泰國目前大多數物聯網的應用都是在製造業、物流業

與運輸業；但是，許多產業正在開發相關的應用。例

如，泰國石油天然氣公司(PTT)擁有一個天然氣管道

維護系統，稱為「綜合管道維護及監控系統」

(Integrated Pipeline Maintenance and Monitoring 

System, iPMMS)，該系統使用IoT設備降低成本並提

高安全性。在房地產領域，開發商正規劃結合物聯網

的智慧建築，其中包括旗艦商業區的「One Bangkok」

等項目，整個區域將由安裝250,000個IoT傳感器的集

中式系統進行管理。另一個應用來自保險業，

Thaivivat Insurance擁有一個運用IoT追蹤車輛使用

情況的系統，並為車主提供隨選保險項目(on demand 

insurance coverage)，此「隨行隨付」計畫最多可

將保費減少40%。 

(九) 物聯網在「泰國4.0」願景的數位與經濟轉型中扮演

重要角色。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已提供一系列

投資激勵措施，包括可獲得長達8年免徵公司所得稅

及非賦稅優惠，以支持及促進對IoT與相關數位科的

投資。EECd數位產業促進區將為目標產業的投資者提

供額外的賦稅優惠，俾利該區成為推動泰國在這一重

要 產 業 領 域 的 科 技 超 級 群 聚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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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cluster)。泰國財政部表示，政府已編列5,500

億泰銖預算，為受冠狀肺炎疫情影響的民眾提供每月

5,000泰銖的發放現金計劃及為政府遏制疫情擴散措

施等提供資金。 

 

四、 泰國與柬埔寨間有關開採海底油氣田的重疊主張爭端

談判有望恢復 

(一) 據柬埔寨礦業和能源部一名官員指出，在新冠肺炎疫

情結束後不久，柬埔寨和泰國間將針對兩國在暹羅灣

有關油氣開發重疊主張的長期爭端，儘速恢復談判。

柬埔寨石油署長Cheap Sour表示，自2019年9月舉行雙

邊會議以來，兩國的對話進展就遭到擱置。。 

(二) 據高棉時報5月15日報導，雙方原本同意在2019年底

進行談判，但是自從Covid-19爆發以來，所有談判都

被推遲。不過，他說，在疫情結束後不久，談判將儘

速重啟。雙方都在等待時機。由於Covid-19的爆發，

泰方也要求推遲談判。另因為泰國2020年上半年的新

能源部長才剛就任，需要時間來研究本案件。他說柬

方將等待泰國方面的消息，希望談判將在Covid-19結

束後儘快開始。 

(三) 2019年9月於曼谷舉行的第37屆東協能源部長級會議

上，柬埔寨和泰國同意重新啟動兩國在暹羅灣重疊主

張爭端區域的石油和天然氣開發相關談判。柬埔寨皇

家學院的商業研究員Hong Vannak樂見此一進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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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解決長期爭議的重疊主張領域並不容易。他認為解

決此問題的最佳方法是基於國際海洋法和雙邊協

議。基於雙邊會談的決議將提供雙贏的情況，涉及兩

國間的利益共享。如果沒有其他障礙，如果兩國可從

該地區開採石油，那將有助促進兩國的經濟成長。 

(四) 對暹羅灣26,000平方公里重疊主張區域的開發權一直

是兩國間的爭端點，泰柬兩國都自1970年代初以來就

對該區域提出開採權的主張。雖說2001年雙方就簽署

共同開發該地區的諒解備忘錄，但泰國政府在2009年

將其擱置。泰國前總理盈拉於2011年上任後，重啟雙

方合作共同開採該地區的相關談判。但在2014年5月

盈拉政府被推翻後，兩國領導人都試圖恢復談判。 

(五) 重疊的主張區域估計將在海底含藏多達5億桶石油和

天然氣。在先前的報告中，國際能源總署（IEA）預

測，到2035年，泰國的天然氣產量預計將減少75％，

但在此期間，泰國國內對天然氣的需求預計將上升。 

IEA表示，解決重疊主張領域的長期爭議是泰國到

2035年能源前景中最有希望的長期資產。 

(六) 到目前為止，雙方都尚未從該地區開採任何石油和天

然氣。柬埔寨目前仍在該區域的A區塊探勘離岸石

油，該區塊由新加坡公司KrisEnergy公司所承包開

發。在新冠肺炎爆發前，該公司聲稱將能夠按計劃於

2020年下半年開採出石油。但由於疫情危機已將全球

石油價格推低至歷史低點，因此此理想可能變得遙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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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期。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於本年4月發布新聞

稿表示，該會將一如既往地致力於滿足投資者的需

求，並宣布切實可行的措施，以確保在此關鍵時期對

因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蔓延，以及泰國政府

為控制局勢制定的緊急法令所影響的公司，持續提供

服務。 

 

五、 東部經濟走廊區域將建造海水淡化廠，以解決日益嚴

重的乾旱問題 

(一) 為因應未來可能持續困擾泰國產業部門的乾旱問

題，泰國工業區管理局（IEAT）計劃在東部經濟走廊

（EEC）投資興建海水淡化廠。 

(二) 該座海水淡化廠預估可日產30萬立方公尺的水，將透

過公私合營的方式成立投資公司，該項投資將在2020

年5月獲得董事會批准。海水淡化廠將為過去一年因

極端乾旱而不得不減少用水的泰國工廠解決供水問

題。 

(三) IEAT局長Somchint Pilouk表示，泰國遭受40年來最

嚴重的乾旱之苦，這對泰國中部和東部的工業用水、

及北部和東北部的農業用水等提高缺水風險。

Somchint局長補充海水淡化廠將長期解決水資源短

缺的問題，並確保東部地區未來不會面臨水資源短缺

問題。 

(四) IEAT希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能最終完成該項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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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預算編列及合資夥伴關係。Somchint局長說，若將

來用水需求增加，也可以擴大產能。該工廠利用逆滲

透將海水轉化為淡水，從而去除鹽分和其他礦物質。

IEAT在2020年3月開始可行性研究，以確定使用淡化

水解決工業缺水的可行性。 

(五) EEC區域包括羅勇府、春武里府和北柳府，內有34個

工業區和6,033家工廠。 

(六) 5月中旬，副總理Prawit Wongsuwon參觀春武里府的

EEC，並與相關部門和機構商討如何管理該地區所相

業者用水問題的緊急計劃，直到乾旱季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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