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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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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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泰國經濟動態月報 

壹、 泰國經濟概況分析 

(一) 泰國央行行長 Veerathai Santiprabhob指出，假定新型冠狀

病毒疫苗出現之後將廣泛管理使用，泰國經濟預計將需要

兩年時間才能完全恢復。V行長並表示，央行也預測間歇

性爆發在泰國的公共衛生系統下，每天有 20-30例新感染

病例仍然是可以控制的。 

(二) Veerathai行長說，央行相信經濟在第二季觸底後將在第三

季開始回升。他說，在政府放鬆封鎖措施的支持下，第二

季末國內消費顯示出復甦跡象。供給側經濟刺激是大流行

後時期恢復復甦動力的重要因素。他說明，主要側重於增

強企業間就業和財政援助的財政政策將有助在危機結束

後支持成長潛力。泰國政府和監管機構尋求在財政和貨幣

政策之間取得平衡，以支持復甦，並通過現金轉移和債務

減免措施幫助受影響的各方。 

(三) Veerathai行長指出，儘管有必要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但

政策利率不太可能從歷史最低點 0.50％降至零。他表示，

在銀行的貸款利率下降了 67-103個基點之後，最新的政

策降息已經有效地轉移到市場利率上，這將減輕借款人的

財務負擔。 

(四) 泰國中央銀行已將泰國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先

前預計的下降 5.3％下調至下降 8.1％，而預計 2021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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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將成長 5％，高於先前預期的 3％。 

(五) 泰國在遏制疫情方面被認為是成功的典範，已經走了 40

多天，沒有任何本地傳播。然而，彭博社報導指出，泰國

的經濟前景在亞洲最暗。彭博社報導，GDP收縮 8.1％，

是亞洲任何主要經濟體最糟糕的官方預測，也是該國有史

以來最大的 GDP跌幅，甚至超過了二十多年前亞洲金融

危機期間的暴跌。 

(六) Veerathai行長說明，泰國需要進行經濟重組，尤其是大流

行後時期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央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已經

對大流行引發的更高失業率表示擔憂。失業人口將可能成

長，主要包括新畢業生、老年工人和非技術型工人。他指

出，為大流行後時期的新工作環境做準備，必須對工人進

行技能再培訓和提高技能。在生產能力過剩的背景下，人

力也將被自動化取代。在這種情況下，泰國需要進行經濟

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力市場採用技術方面。 

(七) 疫情結束後，就業將支持國內消費和經濟復甦。Veerathai

表示，儘管中央銀行將進一步支持債務減免措施，以幫助

個人和商業借款人克服危機，但它不會延長中小企業貸款

本金和利息的中止期限，這項計劃將於 10月份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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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泰國經濟動態 

一、 數位經濟拓展局（DEPA）提案於 2022年前，於各地

陸續成立 100座智慧城市 

2020年 7月 7日曼谷郵報 

(一) 數位經濟拓展局（DEPA）擬依據20年國家戰略計畫，

在兩年內將全國100個城市轉型為智慧城市，以改善

經濟和生活品質。分布於六個省會以及曼谷的城市已

經開始轉型為智慧城市，這些省份是普吉、清邁、孔

敬、春武里、羅勇、和北柳府。 

(二) 由泰國副總理Prawit Wongsuwon主持的國家智慧城市

發展指導委員會，自5月以來已經通過評估和核准標

準的方案，向期望加入該計畫的城市開放申請程序，

已有39個城市提交申請提案。DEPA局長Nuttapon 

Nimmanphatcharin表示，其中有12個大城市，包括7個

直轄市、4個省轄市和1個縣轄市。 

(三) 要獲得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准，必須滿足五個標準：具

有明確的地理地界和智慧城市目標、有基礎設施投資

和發展計畫、設計一個開放安全的城市數據平臺、提

供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並具有永續管理模式。經核准

的城市有權使用泰國智慧城市標誌，並可以向投資促

進委員會（BOI）申請投資優惠。計劃發展中的智慧

城市特徵涵蓋七個智慧城市面向：經濟、交通、能源、

生活、人員、治理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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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Nuttapon局長表示，該項目不僅限於城市，還可以涵

蓋在智慧城市概念下有潛力發展的廣義區域。他補充

為推動該項目，必須建立涉及國家和民間合作的城市

發展公司，以挹注民間資金幫助推動智慧城市計畫的

發展。 

(五) DEAP與地方行政管理局（DLA）最近簽署一項合作

備忘錄，致力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並提高滿足民眾

需求的地方管理效率。DEPA局長表示，與DLA在啟

動和發展智慧城市方面的合作，是鼓勵更多地方政府

準備和提交智慧城市提案的重要一步。 

(六) 他說，智慧城市項目的目標是滿足多樣化的需求，並

讓居住在省級地區的居民共享繁榮。可以通過城市領

導人的遠見、良好的環境管理、適當的基礎設施和數

據管理系統來實現有效的城市規畫。希望智慧城市將

有助於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經濟成長。 

(七) DLA的局長Prayoon Rattanasenee提及尋求轉型智慧城

市發展的12個城市時表示，這些城市可以作為全國其

他地區智慧城市發展的試驗示範區域，新冠肺炎疫情

啟發應用數位技術解決城市問題，改善生活品質的重

要性。 

 

二、 泰國稅務署有意取銷郵寄包裹增值稅（VAT）的減免 

                        2020年 7月 8日曼谷郵報 

(一) 泰國稅務署表示，若能取消透過郵寄進口、對於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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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最高1,500泰銖的商品免徵增值稅（VAT）的減

免，對於泰國當地供應商，尤其是中小企業，能夠創

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二) 稅務署長Ekniti Nitithanprapas表示，免課增值稅對當

地中小型企業不公平，因為貿易現在是無國界的，取

消減免VAT的特權將有助於本地小型企業避免破

產。稅務署雖有意撤銷免稅，但必須獲得海關的授權。 

(三) 阻礙取消減免課徵的障礙之一，即雖然每年進口數百

萬個包裹，但是泰國官員仍是隨機決定所申報的貨品

價格是否低於應有的價格。Ekniti署長認為技術，尤其

是掃描機，可能是此問題的解決方案。 

(四) Ekniti署長補充隨著以電子商務型式進行的跨境貿易

正在增加，因此當局需要重新制定相關法律以調適這

種趨勢。例如，稅務署已推出一項獲得內閣批准的電

子服務法草案。目的是對在泰國產生收入的外國線上

平臺徵收增值稅。 

(五) 稅務署在開發數位技術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使精通

技術的新創公司能夠連接稅務署的線上平臺。署長

Ekniti表示更大的便利性將有助於一年內將個人所得

稅申報人的數量從1,060萬增加到1,140萬。 

(六) 稅務署的數位化轉型不僅旨於數位平臺上運作工業

流程，而且還旨在加快和簡化流程。Ekniti署長表示，

稅務署正在透過法規沙盒，測試一套以區塊鏈為基礎

的增值稅系統，希望該技術能夠防止詐欺性的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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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因為區塊鏈可以驗證購買交易。區塊鏈還讓民

眾無需等待退稅就可以結算與交易有關的稅款。 

 

三、 泰國與臺灣可能納入美國的貨幣操縱名單 

                         2020年 7月 22日曼谷郵報 

(一) 瑞銀集團(UBS Group)經研究後表示，在滿足美國財政

部規定的所有標準後，泰國與臺灣可能將被列入美國

的貨幣操縱(currency manipulation)名單。 

(二) 倘一個國家滿足以下3項標準中的其中2項，則被列入

觀察名單：(1)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至少為200億美元；

(2)經常帳盈餘至少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以及

(3)在1年中的6個月內單方面持續不斷干預相當於該

國GDP的2%貨幣。 

(三) 瑞銀(UBS)的分析顯示，臺灣於2017年從美國的觀察

名單上除名，而泰國目前已滿足該3項標準。美國財

政部在今年1月的調查報告中均未將泰國與臺灣列入

觀察名單。 

(四) 據7月21日瑞銀策略分析師Rohit Arora及Teck Quan 

Koh發布的報告指出，泰國與臺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已突破200億美元大關，可能被列入觀察名單。預計

泰國將首度被列入即將公布的觀察名單，而臺灣再度

被納入觀察名單的可能性不容忽視。 

(五) 泰國央行行長Veerathai Santiprabhob前於7月14日對即

將發布的報告表示並不擔心，因為該國已向美國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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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解釋其外匯政策；泰銖兌美元匯率已經雙向波動，

實際上比去年有所貶值。泰國央行僅在匯率過度波動

時才會介入，因其採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美國財政

部也理解此事。 

(六) 美國在今年1月調查報告未將中國大陸列為貨幣操縱

國，並指出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做出「可執行的承

諾」(enforceable commitments)，以不貶值人民幣；該

報告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德國、意大利、愛爾

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仍保留在觀察名單，並

將瑞士新增至該名單。 

(七) 臺灣央行楊金龍總裁於6月時表示，若美國沒有改變

其認定標準，臺灣這次可能被列入觀察名單；另指出

其介入外匯市場的原則不會改變，即在短時間內有大

量資金流入或流出時，央行將維持新臺幣的穩定。 

(八) 瑞銀報告亦指出，約有75%的央行持續干預外匯；在

美國財政部監控貨幣操縱的名單中，亞洲國家約占

60%。此外，即使瑞銀策略分析師認為沒有國家會被

列為匯率操縱國，但美國的調查報告對外匯市場而言

具有象徵意義。單方面持續干預外匯，意味著當局可

能須聚焦於經常帳順差的循環流量(recycling flows)或

結構性改革，以免在中期面臨預料之外的處罰。 

(九) 以下是瑞銀的其他若干發現： 

1. 據估計，泰國央行在2019年12個月中的10個月對

貨幣市場進行干預，淨外匯購買量占其GD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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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 新冠病毒疫情對泰國旅遊業及對經常帳的衝擊可

能會限制泰國央行在未來6至9個月內購買美元的

機會。 

3. 臺灣或許能僥倖免於被列入觀察名單，因新臺幣

升值以及清楚披露遠期外匯購買部位。 

 

四、 泰國未來以完成 11個自由貿易協定為目標 

                       2020年 7月 2日The Nation 

(一) 泰國政府計劃在未來兩年內與3個國家簽署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以促進該國的國際貿易。泰國商業部貿易

談判局局長Auramon Supthaweethum表示，該局在編列

2022年預算時考慮下列自由貿易協定(FTA)：(1)泰國-

巴基斯坦FTA：在經過9回合談判後因政治因素而延

宕；(2)泰國-土耳其FTA：訂2020年12月在土耳其舉行

第7回合談判；(3)泰國-斯里蘭卡FTA：在經過2回合談

判後因斯里蘭卡舉行選舉而推遲。 

(二) 與此同時，有關涵蓋亞太貿易由15個成員國組成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預計於本月結束

諮商，該協定相關提案將於2021年在越南簽署前，於

本年10月提交泰國內閣審議。 

(三) 此外，泰國商業部貿易談判局將針對歐亞經濟聯盟

(EAEU)、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孟加拉、英國、

香港及歐盟，為洽談FTA準備談判架構。另將保留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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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以研究泰國是否應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PTPP)。 

 

五、 泰國商業部擬限制豬肉出口 

2020年 7月 16日曼谷郵報 

(一) 在泰國國內需求和出口，特別是對於鄰國和中國大陸

的出口帶動下，豬肉零售價飆升至每公斤170-180泰

銖，為10年來最高水平，泰國商業部內貿局擬限制豬

肉出口。 

(二) 匿名商業部官員透露，該部已收到許多民眾對豬肉價

格持續上漲的抱怨。內貿局今年早些時候與養豬業者

達成協議，如果農場外豬肉價格超過每公斤80泰銖，

將限制豬肉出口以防止對國內價格產生任何影響。農

場外豬肉價格目前為每公斤86-87泰銖，高於今年早些

時候的每公斤75泰銖，豬肉零售價格從每公斤150-160

泰銖升至170-180泰銖。官員透露稱，由於國內和出口

市場的需求依然旺盛，農場前豬肉價格可能會上漲至

每公斤90泰銖。 

(三) 匿名消息人士指出，豬肉價格的急劇上漲由於國內需

求增加，經濟活動增加以及學校重新開放。而由於乾

旱，供應也顯著減少，這不僅影響豬的生長速度，而

且危害其生命。此外，中國大陸、寮國與越南廣泛傳

播的豬病毒對進口豬肉產生強大需求。泰國每天向這

三個國家運送6,000-8,000頭豬。總體而言，泰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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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產約2200萬頭活豬，去年泰國出口了40萬至50萬

頭豬。 

(四) 內貿部副局長Wattanasak Sur-iam表示，為確保國內充

足供應，該局將採取與早先與養豬業者小組達成之出

口限制措施。當局還將尋求與零售商合作，以限制豬

肉零售價格。泰國商業部則承諾與全國各地的百貨和

低價商店合作，為消費者提供負擔得起的豬肉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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